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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

华为云
华为云复工
复产大管控

平台

全方位强化疫情治理，覆盖疫情特殊时期全场景、全领域的监管
治理，以华为云计算、大数据、AI等技术能力与生态伙伴丰富

的应用场景解决方案能力为驱动，实现政府治理端、企业管理端
、人员监控端的实时对接，打通人流、车流、物流、信息流，助
力政府企业打赢疫情防控和快速恢复安全生产两场战争。

陈勇军：

13550358902
www.huaweiclo

ud.com 疫情期间软件免费试用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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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
（IDC）

机位托管

服务

机位托管服务是为客户提供电信级数据中心机房内的机位服务，
以单个机位为销售单位。客户将自有设备放置于数据中心机房的
机位上，托管的服务器由客户自行维护或者选择代维服务，电信
提供电力和相关机房配套保障服务。客户可以利用数据中心
（IDC）服务，建立满足自身业务需要的私有云平台。

刘勇：
15308186199

www.ctyun.cn

机架托管

服务

机架托管服务是为客户提供电信级数据中心机房内以机架为单位
的托管服务，客户将自有设备放置于数据中心机房的机架上，托
管的服务器由客户自行维护或者选择代维服务，电信提供电力和
相关机房配套保障服务。客户可以利用数据中心（IDC）服务，

建立满足自身业务需要的云平台。

IP地址服务
IP地址服务主要包括随用户使用的带宽配置的IP地址。客户可以
利用数据中心（IDC）服务，建立满足自身业务需要的云平台。

数据中心互
联网接入

服务

互联网接入服务是为中国电信数据中心客户提供ChinaNet，网络

端口接入，实现客户可被互联网用户的广泛访问。客户可以利用
数据中心（IDC）服务，建立满足自身业务需要的云平台。

天翼云

私密云云存
储网桥

云存储网桥是一种主要面向企业数据存储应用的产品。它既为企
业提供公有云存储的本地化服务，实现本地文件存储共享协议和
公有云数据存取协议的自动转换，同时也提供本地异地多级缓存
服务，提高了企业存储的使用速度，两种结合在满足企业高效稳
定存储的同时，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使用公有云服务的开发成本
。

杨华：
17311257200

蜀客智慧餐
饮云

掌控者餐饮云是为餐饮商户提供经营管理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的
服务平台。旨在为餐饮企业提供从硬件到软件的全方位部署，软
件涵盖餐饮企业的整个经营管理环节，主要服务应用包括：前厅
的点餐、结账、排队、预订、会员管理、活动营销、在线支付等
业务，后厨制作管理，餐厅日常经营业务有进销存管理、供应链
管理、数据统计分析等。

周华：
13551185710

电票云

电票云是“互联网+税务”的云服务平台，为商家提供：智能开票+
发票管理+CRM管理+精准营销+微商城一站式信息化服务平台。

专门服务于企业客户、商业客户的产品，主要包括扫码开票、发
票管理、CRM管理、精准营销等功能，根据中小企业类客户的

要求，通过产品与电信天翼云主机组合产品包，帮助客户实现一
站式财税信息化服务需求。

彭亚梅：
13308015401

云总机

云总机采用云端服务解决方案，只要有网络即可让企业轻松拥有
一个好用的办公电话系统；无需装修布线、不占用固话资源、即
装即用；不仅可以提供企业基础的总机通信功能（如：企业一号
通、分机设置、分机呼转、语音导航、呼叫转移等），更可将传
统的办公电话延伸到智能手机、乃至WEB端，为企业提供移动
办公的能力，7*24小时不间断、不漏电服务。

李勇江：
18982129686

云客服

提供全渠道接入（语音呼叫、APP、微信公众号、微博、

Web等）的呼叫中心及在线客服云系统，具备CRM、工单、数
据报表、质检等完善的呼叫中心系统功能（类比电信10000号客

服系统）。具备移动坐席功能，客服坐席可用个人电话随时随地
接听服务电话。购买云客服系统客户无须再付出高昂的呼叫中心
平台软硬件的投资和维护成本，无建设周期，快速开通快速上线
。客户坐席数量按需实时增减，平台承载力强，可达10万台席的

承载能力，满足任何规模呼叫中心需求。

物管管家

小钥匙物业管理平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移动化，系统完全基

于移动互联网应用环境开发，物业人员和业主都可以使用手机
APP、微信、微信小程序等多种移动接入手段；2.全面化，小钥

匙物业管理平台不仅供物业人员内部使用，也让业主参与到物业
管理和服务工作中；3.实用化，小钥匙物业管理平台在系统开发

应用中，一方面是从工作流程入手，重点面向物业日常管理和服
务工作中最需要的业务流程，另一方面从易用性入手，解决物业
基层人员和业主易于使用的问题，因此系统具备非常好的实用性
。

谢国勇：
13301166713

“云视界”视
频会议

基于天翼云主机独立部署视频会议平台，建立县、乡、村三级视
频会议系统，通过平台组织召开防疫部署工作会议，减少开会人
员聚集问题，指挥调度处理突发事件，提高各部门沟通效率。支
持与原有视频会议系统对接，向末端延伸。

何子莉：
18980021166

尚课云

尚课是一款集备授课、微课录制、资源汇聚、管理统计为一体的
信息化教学应用。以“云+端”的形式，面向教师、学生、学校管

理者提供服务。通过简单易用的功能，降低教师使用信息化工具
的门槛，帮助教师高效备授课，并将教师备课产生的资源自动沉
淀成校本资源，实现“优质资源班班通”落地、校本资源共建共享

。

谢池泉：    
1898084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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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翼云

四叶校园

四叶校园通过接入移动端微信/支付宝/翼支付等支付方式，并提

供配套的缴费管理系统，实现校园各项费用的在线缴纳，解决家
长、教职工缴费难，学校财务人员对账难的难题。

乐杨：
18980066877

www.ctyun.cn

村村享--乡
村信息化应
用平台

“村村享”为加强基层党建、提升乡村治理、改善人居环境、便捷

百姓生活的综合信息化应用。在疫情期间，有效助力农村疫情防
控。通过村村享APP、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每天提供全国最新

疫情状况、最新政策、疫情解读、防控指南、辟谣信息、和防护
知识，提高了村民的疫情防范意识，降低了疫情传染的概率。还
可同步通报本地区疫情数据，让村民及时有效了解本地区疫情状
况，避免盲目恐慌。 何子莉：

18980021166

智能广播--
村村响大喇

叭

村村响大喇叭通过手机APP一键喊话、文字转语音、广播室播音

等方式为村民提供广播服务，涵盖日常广播、公共应急指挥、政
策法规宣传、农业气象播报、农业知识普及、农村文化教育、农
村娱乐生活等应用场景，为农村处理基层组织管理事务、了解村
务、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应对农村突发事件、促进农村社会稳定
有着重要作用。

AI多人体温

快速检测系
统

AI多人体温快速检测系统用非接触、可靠、高效且无感知的方

式，对体温超出一定阈值的流动人员，系统发出异常预警，并快
速展示出体温不在正常范围的人员及温度，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
传播。

杨华：

17311257200

数据可视化
Sugar服务

数据可视化Sugar服务平台是解决冠状肺炎疫情报表和大屏数据
可视化的问题，解放数据可视化系统的开发人力。Sugar提供界
面优美、体验良好的交互设计，通过拖拽图表组件可实现5分钟

搭建数据可视化页面。

智能建站

服务

这是一款智能化构建网站和小程序的SAAS应用产品。用户无需

任何编程基础即可上手操作，如同做PPT一样拖拽式设计制作自
己的网站和小程序，内置海量行业模版及组件，轻松“打造PC网
站、手机网站、智能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五个

端的站点。

翼云信使

翼云信使基于电信接口实现三网短信群发；为各级政府企业平台
、大数据平台提供短信接口服务；为各地市政府、区县乡政府、
防疫中心、区县医院、街道办事处等；发送有关疫情预防短信提
醒，短信到达率99%。

兰如剑：   
18080807060

来电名片

来电名片是中国电信集团推出的来电身份鉴别产品。产品功能：
接听电话前，将主叫电话设定的单位名称或经营信息等内容（可
自定义更新），通过闪信方式展示在接听手机屏幕上。产品特
点：稳定——基于信令监测、闪信技术实现实时展示；权威——
基于电信认证的信息发布；方便——不受终端限制，手机用户无

需安装APP；独有——可实现三网下发闪信。

杨鑫：
18981331131

云办公

天翼云办公是一款集办公、通讯、社交一体化的多终端移动办公
云平台，为各类企事业单位提供流程审批、公文办理、考勤签到
、公告邮件、视频会议、企业邮箱等多种应用，满足客户进行信
息共享和协同办公的需求。至疫情结束前，天翼云办公为各级政
府、卫健委、医院等抗疫单位及中小企业提供免费服务。

赵兵：
18011313123

翼送菜

整合渠道资源和餐饮协会实力会员单位，为全省民生提供疫情期
服务。为用户提供净菜半成品和预包装套餐，无接触配送到小区
门口，为疫情期间社区封闭式管理工作提供安全、放心、可监管
的服务，为广大市民提供卫生、健康、可口、高性价比的产品和
服务，组织重点餐饮企业开始小批量用工的生产自救，不开堂食
避免聚集性就餐传染风险的同时，给餐饮企业带来维持生存的现
金流。

周华：

18116601229

云堤安全平
台

抗D

依托中国电信的骨干网络，实现超Tb级的抗D攻击的近源清洗，

应对大规模网络DDoS攻击、WEB攻击监测与防护、域名安全威

胁等高发的互联网安全威胁管控能力。客户零操作、零部署的云
端监控与防护。给客户提供常态化及特殊情况的网络安全保障。

李雪梅：

18908085788

网站安全专
家

基于为客户网站安全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网站监测与防护。客
户零操作、零部署的云端监控与防护。对网站的实时安全监控，
当出现风险被攻击者利用之前加固或消除；对网站实时防护，过
滤攻击。定制安全防护策略，有效防止各类安全事件的发生。给
客户提供常态化及特殊情况的网络安全保障。

反钓鱼

防止通过构造与某一目标网站高度相似的域名和页面（俗称钓鱼
网站），诱骗用户访问钓鱼网站，以获取用户个人秘密信息的风
险；通过及时发现、自动化处置、信息深度挖掘；对仿冒站点的
秒级处置能力。客户零操作、零部署的云端监控与防护。给客户
提供常态化及特殊情况的网络安全保障。

域名无忧

及时发现客户域名的恶意篡改，快速实现电信全网DNS与源站权
威DNS的数据同步。客户零操作、零部署的云端监控与防护。给

客户提供常态化及特殊情况的网络安全保障。

隐私哨兵

为客户提供面向APP的可扩展的自动化检测，能够快速处理大批

量的App；通过静态与动态有机结合，对App的隐私采集和使用

行为进行深入的分析，得出精确的结果显著提升检测效率，节约
人力成本；准确地对APP违法违规行为捕捉；满足监管部门和大

型企业的业务需求。给客户提供常态化及特殊情况的网络安全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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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视频会议

会易通

会易通是中国电信集团推出的公有云视频通信服务。采用云平台
+会议室专业硬件终端+软客户端模式。融合高清音视频、数据

传输等通信技术，实现多方云会议服务。产品支持多方视频、高
清语音、屏幕共享、即时消息、会议录制等功能。支持多平台的
终端沟通交流和协同办公的需求。

钟瑾：
13388166717

www.ctyun.cn天翼云会议

中国电信面向政企客户提供的云视频会议运营服务产品，用户通
过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使用视频会议服务，不仅支持专
业会场的硬件会议终端接入，也支持办公桌面的PC终端接入，

还支持移动手机等终端接入。

龚剑锋：

15328067977

天翼对讲
天翼对讲可
视化调度

一键沟通省时省力、指挥调度可视可追踪、可实现对讲+可视化
调度+实时视频+录音+通信录+卫星通信等多种功能任意组合。

王泳： 
15308005593

天翼云通信 天翼云通信
开通便捷：支持云总机、云客服、电话会议、语音通知，客户仅
需具备宽带上网及IP通话设施。按需购买。免维护、高并发、智

能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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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云

智慧养老云
平台

中国移动智慧养老云平台是一个综合性养老行业管理、服务平
台，平台包含老龄人口数据管理、老龄专业管理、养老大数据、
服务机构企业管理、居家养老管理等多个部分。平台可实现省/
市/区县老人、机构、服务企业和养老设施管理及便民服务。平

台包含九大子模块，分别为：老年人、社区、街道、市县区综合
信息管理模块、服务企业和设施管理模块、养老机构管理模块、
涉老专业管理模块、政府服务门户模块、老年人能力评估模块、
居家养老管理模块、公益志愿者管理模块和数据统计分析模块。

谭剪梅：
13540892114

ecloud.10086.cn

实时、快捷、高效、低成本的，物
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养老管理

、决策、应用服务。

NBIoT智能

锁全景应用

中国移动NBIoT智能锁全景应用为客户提供注册即用的NB-IoT
智能门锁、人脸门禁、远程抄表管理与运维SaaS平台，包括网约

房、公租房、办公楼、智慧校园、民宿酒店、智慧家庭等，我们
可以为客户定制后台或者小程序LOGO，或者提供标准接口，与

第三方管理平台快速集成。

提供注册即用的NB-IoT智能门锁

、人脸门禁、远程抄表管理与运维
SaaS平台。

VPN统一业

务安全接入
平台

中国移动VPN统一业务安全接入平台是以SSL VPN/IPSEC VPN
为基础构建统一业务安全接入平台，帮助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
地点、使用任何主流终端，安全、快速地接入业务系统，可满足
移动办公、分支互联、协同办公、应用虚拟化、APP安全加固业

务需求。

提供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
任何主流终端，安全、快速地VPN

接入服务。

移动认证

移动认证基于中国移动9.3亿用户，构建了以“手机号”为统一账

号的认证系统，向企业开发者提供身份认证、信任登录、应用互
联和安全服务，助力合作伙伴实现提升产品体验、引流拉新、提
升运营、增加收入。

提供基于中国移动9.3亿用户构建
的以“手机号”为统一账号的认证系

统。

和彩云

和彩云是一款个人云存储产品，为用户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
云存储服务。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不同终端将照片、视频
、办公文件等重要文件上传备份到和彩云，支持多终端数据同
步，可以随时随地对文件进行查看、管理、好友共享等操作。

为个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高效
的云存储服务。

网站移动化

服务

中国移动网站移动化可对同域名下单个网站进行移动化，并支持
对外发布，发布后即可通过手机浏览器搜索访问，该网站即变为
移动版访问形态，符合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移动版网站可第三
方作为组件调用、支持H5及电子名片制作并挂接到移动版的网

站用以推广。

提供单个PC版网站快速发布到手

机移动端的移动化服务。

和云汇联易

中国移动智能云汇联易是国内领先的一站式商旅及费用管理平
台，平台打通了差旅申请-采购-报销-支付-记账全流程，实现全

面电子化数据联通和智能分析，全方位满足企业报销费用需求，
减少企业差旅支出，精确企业成本归集，让费用管控更加合规、
透明，有效降低成本。

提供旅申请-采购-报销-支付-记账

全流程服务。

办公云协作

中国移动WPS+云协作为政企客户推出的安全、高效的专业办公

套件，客户打造的专属云办公服务，让用户轻松实现在线编辑、
在线协作、文件共享等功能，极大的提高办公效率 。

提供基于云文档，云协作协同，文
档安全，增值功能的云办公服务。

智慧商情
中国移动智慧商情是一个专门为企业的品牌公关和市场部门打造
的，帮助企业维护品牌形象，助力企业品牌传播，竞品对比，倾
听消费者心声，热点事件追踪，洞察市场的SaaS平台。

提供集自动监测、敏感预警、分析
洞察、竞对分析、口碑分析、营销
复盘、智能报告于一体的一站式商

业情报洞察服务。

易复工

易复工是一款依托于中国移动和飞信的复工小程序。易复工可应
用于政府单位、工业园区、企业等有复工人员健康以及疫情信息
收集需求的单位。单位可直接通过短信的方式将填报链接定时发
送至相关人员，后续只需点开链接即可进行信息填报，易复工后
台可实时收集数据并做可视化分析。同时，易复工面向企业与管
理部门提供复工报备线上化解决方案，相关管理部门可以使用易
复工完成企业复工全流程线上审批工作，企业可以通过使用易填
报进行复工线上申请并实时查看复工审批流程进度，全面助力各
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开展复工防控工作。

吕逸：

18280197279

覆盖多种复工场景信息管理、操作
简单；支持移动端表单的配置及发
布、号码批量导入、定时任务、填
写提醒、移动端数据统计等疫情数

据收集全流程工作。

热成像人体
测温系统

热成像体温
检测产品

热成像体温检测系统，采用极简模式设计，由专用红外体温筛查
仪、便携式一体化平台（后端）构成，系统使用国产热成像仪、
配合参考黑体的自动更正功能，消除温度漂移等不确定因素，可
使设备长期准确、稳定的工作，不受环境温度变动等因素干扰。
主要用于密集人群体温监测。从“早发现”入手，适用于政府机
关办公场所、医院、学校、车站码头等人员流动密集型场所，定
制公共场所人员体温检测方案，帮助快速监测并快速筛检“高温
个体”，多维度进行联防联控，防范疫情传播。

王颖：

18782996163

特点：1.监测全时段:7*24小时，
在流动人群中测温并快速筛检“高
温个体”；2.远距离工作:采用非
接触测温, 远距离检测被测群体,
避免检测人员交叉接触感染；3.异
常温度报警:全自动热点追踪，对
异常体温者进行报警, 提高检测效
率；4.温度测试精准：测量范围：
30℃~45℃；测温精度：±1℃，无
黑体；±0.3℃，有黑体；5.实施
成本较低：自动预警机制、多人检
测机制，节省大量人力、物力；6.
监测数据溯源：结合后端检测平
台，可实现历史数据的回溯，进行

数据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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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

云视联

远程视频、远程会议、应急指挥、远程示教、视频直播等:
1.宣贯性会议；
2.FreeTall会议；

3.远程协作会议；
4.远程勘察型会议。

傅圣茹：
18602896268

www.wocloud.c
n

中国联通

速易传

跨国传输、异地备份、影视后期、数据采集与回传等提供传输性
能提升服务，解决系统默认TCP协议性能不佳导致传输速率低或

丢包敏感的问题，提升网络传输效率。

中国联通云
客服呼叫中

心

远程视频、远程会议、应急指挥、远程示教、视频直播等:
1.支持语音、微信、网站、邮件、 Webchat、IM、APP多渠道客

户接入；
2.支持客户自定义业务流程、各部门角色均可参与；
3.支持语音、视频、文字、图片多媒体客户服务；

4.平台全部基于云端服务，企业无需采购硬件，软件即服务。

消毒机器人

当紧急疫情爆发时，代替或协助人类在机场、客运站、地铁站、
医院、商场、写字楼等，针对环境物表和空气进行自主移动式多
点消毒。1.自主导航技术且自主移动，能识别环境内的物品，达
到自主避障；2.配备消毒管理软件，自动根据空间面积计算消毒

时间，并自主围绕消毒目标进行 360°无死角消毒，消毒过程量
化管理；3.全程智能操作，人机分离，保障人员安全；4.对环境

物表（光滑表面，粗糙多孔表面）的芽孢以及各种多重耐药菌完
全达到高水平消毒要求的99.9999%杀灭效果。

ANDI-安防

巡检机器人

当紧急疫情爆发时，ANDI-安防巡检机器人可代替或协助人类在

疫情区进行人群实时监测、人体体温识别、异常体温识别、口罩
佩戴识别、不规范穿戴警告、消毒液实时喷洒、疫情播报等工作
职责。可在机场、客运站、地铁站、医院、商场、写字楼等，在
规划区域内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监控：1.巡逻；2.体温监测；
3.消毒液喷雾；4.装置人脸、人体的识别&抓取；5.特定行为识
别与语音警告（例：未佩戴口罩）；6.防疫宣讲；7.远程对话；

8.行为识别；9.车辆&其他物体（危险品）识别；10.后台管控，

事件通知和警示。

公众智能

消毒服务

面向广大公众于所在活动、工作及生活场所，投放公众智能消毒
服务终端，并作出明确标识及专业区域，同时应用互联网统一管
理及维护：1.手部消毒；2.空间消毒；3.信息互动展示；4.面部识
别；5.互联网管控（带4G模块）。

远程医疗移
动查房工作

站

通过移动式查房车进行移动式健康检查，软件系统操作等，实现
远程查房、多科室会诊、远程指导：
1.可移动，可音视频通话；2.多参数健康检测；3.双屏显示，内
容全面；4.高清摄像头，图像清晰；5.高配电脑主机，操作速
快；6.多参数健康一体机。

⾃助发热预
筛查⼯作站

在各筛查网点、省/市/区远程指导中心、流动服务站、医院等人
流关键交通要道卡口、政务服务中心，进行远程问诊、远程筛查
、疫情疑似上报、疫情实时筛查监测、科普教育等：
1.⾃助⾮接触额温测量；2.标准化初筛问卷；3.疑似病例上报；
4.智能语⾳问答；5.多媒体科普宣教；6.身份绑定和体征查询；
7.刷脸就医。

网格化初筛
与实时管理

在机场、火车站、客运站等人口密集公共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高速出入口等，布放便携筛查工
作站进行一站式采集，并内置远程音视频门诊业务，有效缓解大
医院门诊压力。搭建基层网格化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筛查方式和
直报路径，指导中心远程指导，指挥中心远程监督管理，通过实
时大屏直观可见疫情排筛情况。

智能印章
为政府机构-办事机构提供有效地固定识别和严控公章使用权限

的管理服务平台。

智能运营

平台

智能运营平台，是联通系统集成公司基于数十年丰富的IT运营管

理经验，依托自主研发能力构建的一体化、全生命周期的智能运
营工具链。主要包含：智能监控平台、CMDB配置管理平台、自
动化运维平台、ITOM运维服务管理平台、运维大数据分析平台

五大子平台。智能运营平台丰富的应用场景，能满足客户IT服务

相关的各类工具需求。

云报表

以云服务的方式向政企单位提供方便快捷的在线表单制作、下发
采集、数据上报以及结果统计功能的应用系统。
1.突发紧急的需要向多人收集数据信息统计工作；
2.调查、普查、报名、评价、投票、考核、测试、会议通知/报名

、任务安排、日报、签到、嘉奖材料申报等。

小程序

一种不需要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应用，用户通过小程序码或者搜
一下小程序名即可打开，兼具app的良好性能、h5的开发成本低

等优势。可满足用户低频长尾需求的企业、服务类垂直领域企业
、想实施或者正在实施互联网转型的传统企业，建立线上与线下
的入口，连接社交、购物、交通、娱乐、学习等生活中重要场
景，重构人、货、场景三重要素。

商务炫铃

主要面向企业用户提供企业宣传服务。企业员工订购业务后，主
叫用户拨打员工电话后，在接通等待过程中听到企业特定铃音，
并在挂机后，推送一条业务推广短信。通过声音+挂机短信方
式，实现企业形象传播/广告宣传等目的，达到企业宣传的效果
。

1.一点接入、覆盖全国业务，支持跨省企业的一次性开通需求；
2.在被叫接通后，不论是否接听，均对对联通、电信、移动三家

运营商用户发送短信，业务触达全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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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桌面

面向企业办公-管理的瘦终端及服务平台，把原来分散在终端
（PC）上的计算、存储等资源集中到数据中心，实现虚拟化和

集中管理，用户通过云终端Thin Client 瘦终端、Software Client 
软终端），接入网络中个人桌面空间。其目标是让用户通过任何
终端、任何网络接入和使用数据中心的数据和应用。

傅圣茹：
18602896268

www.wocloud.c
n

智慧党建

“AI 党建云”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工作要求，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建设以“务实、高效、便捷”为原则，基于移动互联网时代，

针对政府单位、大型集团企业、非公企业等组织，重点打造的集
“宣传、管理、教育、服务、沟通、考核”于一体的智能党建云平

台，具备多端口、跨屏幕、移动化等特性，可以支持随时随地开
展党建工作。

沃家神眼

沃家神眼是基于云平台及云存储能力实现的远程监控业务，主要
利用智能摄像头对周边环境进行实时采集，通过4G、有限宽带
及WIFI网络，与用户手机、PC、PAD 等终端远程连接，进行实

时图像点播及控制，并可通过视频云平台实现监控视频存储与备
份、历史图像检索和回放、异常事件告警、安防联动服务。用户
通过智慧沃家APP管理和控制智能摄像头，并提供远程实时监控

、历史视频回放、异常事件警告等服务。

疫情回访

机器人

可实现流动人员、辖区居民疫情摸排、愈后人员关怀回访、特定
人群语音通知、回访内容可提供模板，也可自行设置、结果统计
分析，最快3天上线（可提供测试账号）。

钉钉-企业开

复工方案

企业开复工方案可以协助政府部门实现企业员工全员健康打卡，
企业上报异常数据至政府部门，分区县、街道数据汇总，实现企
业数据动态底数清、疫区人员来源明、企业员工健康情况实时统
计，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复工生产方案、企业开复工承诺书等材
料实现不见面申报审批，为城市防疫指挥提供数据支撑。

5
四川今日
头条科技
有限公司

字节跳动自
有云平台

在线办公

飞书是一款一站式协同办公工具，满足组织、企业大部分办公场
景需要，提升组织的沟通协作效率和办公体验，核心功能模块包
括即时通讯、日历、云空间（协作文档、云盘等）、开放平台等
。

魏铃洲：

18618484987 www.feishu.cn 网址请用浏览器打开，目前提供标
准版（免费）和旗舰版两个版本。

6
腾讯科技
（成都）
有限公司

腾讯云

小程序·云开

发

提供serverless前后端一体化开发模式，免运维免联调，由腾讯云

和微信共同提供专业支持，在家也可无忧办公。

兰坤：
13308051373

cloud.tencent.co
m

共1万份小程序·云开发旗舰版，免

费使用3个月。

腾讯云音视
频通信

腾讯云音视频通信为新开通企事业用户提供免费音视频产品套
件，每个企业限领1次，直至疫情结束。直播提供10TB流量包，

赠1年移动直播SDK免费使用权；点播提供5TB流量包，50GB存
储包，250h转码包；即时通信IM提供完整的专业版服务，群聊

人数无上限。

为新开通企事业用户提供免费音视
频产品套件，每个企业限领1次，

直至疫情结束。

腾讯云正版
曲库直通车

腾讯云正版曲库直通车提供免费正版曲库包，直至疫情结束。专
项支持，每月50Mbps峰值带宽免费包。海量曲库；版权明确，
专心抗疫，无惧侵权风险；一键域名接入，三步API调用，帮助

开发者快速使用。

疫期免费。

腾讯云AI

腾讯云AI免费为战疫开发者提供视觉AI与语音AI能力，直至疫
情结束。提供人脸识别、文字识别、语音识别/合成、机器翻译

等多项AI能力；提供99.5%以上的服务可用性，可弹性支持客户

不同的并发需求；纯公有云开发，无需线下对接和部署，在家也
可接入和调用。

腾讯云图

腾讯云图为新开通的用户提供3个月免费使用权，让疫情态势更

加直观，防控更加有效。提供零门槛打造出专业大屏数据展示；
采用拖拽式自由布局，无需编码，全图形化编辑；包含疫情模
板，可用于公共场所、公司、医院、社区的疫情防控宣传。

为新开通的用户提供3个月免费使

用权。

腾讯云霖

腾讯云霖是由腾讯云联合多家银行，以金融科技助力中小企业普
惠融资服务。提供多类信贷产品，多家银行在线，满足企业多样
化资金需求；信贷额度支持，优惠贷款利率，满足企业经营所
需；在线发起申请，以金融科技服务万千中小企业，助力企业抗
击疫情。

商标注册

服务

商标注册服务免费咨询，在线客服实时应答，更有限时特惠补
贴，在家就能注商标。支持快速材料审查，自助提交申请，宅在
家里就能注册商标；提供注册前在线免费商标工具查询，提交后
智能申报快至一分钟递交商标局；全场发放代金券补贴，低至成
本价，助您快速夺标、保护品牌。

免费咨询，在线客服实时应答，更
有限时特惠补贴。

物联网开发
平台

物联网开发平台免费为各行业的设备制造商、方案商及应用开发
商提供一站式设备智能化服务。提供MCU SDK代码生成工具及

在线调试工具，提高设备开发效率；提供官方小程序，提高应用
开发效率；提供开放的、可伸缩的系统架构，满足不同场景下的
业务需要。

疫期免费为各行业的设备制造商、
方案商及应用开发商提供一站式设

备智能化服务。

免费云资源

截至2020年3月31日（根据疫情发展态势可能调整），腾讯云开

放免费云资源申请，让中小企业复工无忧。免费期间需遵守当地
政府主管部门复工复产安全管理规定：免费提供3个月云服务器
、云数据库、存储产品、安全产品等基础云资源；免费提供3个
月腾讯会议、企业微信等办公协同产品。

符合国务院五部门认定的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再免费延长3个

月；符合2020年2月12日至3月31日
期间首次注册腾讯云的企业用户，
单个企业（完成腾讯云企业实名认
证）最高享受50万元免费限额。截
至2020年3月31日（根据疫情发展

态势可能调整）。

腾讯医疗

腾讯健康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联合腾讯健康发布的“新型
冠状肺炎疫情实时查”。提供疫情地图、疫情每日走势、各地区
疫情详情实时查询；提供国家及各地卫建委通报的疫情动态数据
及时获取，国内外疫情状况动态播报。

疫期免费。
腾讯医典提供由权威专家共同编审的涵盖疫情症状、病因、就医
、预防等结构性知识。专家委员会主导内容编撰与审核，新型肺
炎科普实时查询；症状自筛、免费义诊、发热门诊查询等功能为
抗疫出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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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科技
（成都）
有限公司

腾讯云

腾讯医疗

腾讯觅决助力各地主管部门建立疫情人流监控态势感知系统，辅
助判断决策。基于地理位置的医疗大数据多维分析平台和医疗场
景化解决方案；强大的智能AI预测、预警能力，辅助决策、优化
各方资源调配。

兰坤：

13308051373
cloud.tencent.co

m

疫期免费。

腾讯安全

腾讯T-Sec终端安全管理系统提供实时病毒防护、漏洞修复、终

端管理等多重安全保障；企业安全管理员千里之外，也能掌握内
网安全态势。

腾讯T-Sec移动终端安全管理系统将企业办公环境与员工私人环

境分开，企业管理需求与个人隐私保护两不误；统一后台管理系
统，远程管理员工设备及分发办公应用。

腾讯T-Sec安全运营中心云原生统一安全运营与管理平台，云上

安全态势全局可视；云上资产自动盘点，威胁全面感知自动化响
应。

腾讯T-Sec网络资产风险监测系统，网站、主机、公众号、小程

序等企业网络资产全面风险扫描；持续性风险感知、漏洞检测、
敏感内容扫描，并提供专业的修复建议。

腾讯T-Sec主机安全，提供AI云查杀引擎、百亿木马、病毒样本

资源；提供黑客入侵检测及漏洞风险感知服务，保护服务器安全
。

腾讯T-Sec Web应用防火，提供基于AI的一站式Web安全解决方

案；为客户解决网站入侵、漏洞利用、挂马、爬虫等问题。

腾讯T-Sec DDoS防护，覆盖游戏、互联网、视频、金融、政府

等多行业；提供持续进化的“自研+AI 智能识别”清洗算法，抗击
大流量DDoS攻击。

腾讯T-Sec应用级智能网关，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应用代理服务，
保障企业应用安全的对外开放；跨网无需VPN、零信任策略和架

构、支持双因子认证机制，保障服务稳定安全。

腾讯位置

服务

位置服务WebService API面向所有疫情相关应用的配额申请，最
大免费配额提升至平常额度的3倍；且实现小时级审批，直至疫

情结束；覆盖地点搜索、正/逆地址解析、路线规划等多项业务
场景；全球2亿POI数据覆盖，海量道路、路况数据实时更新；

服务稳定可靠，高并发配额保障。

疫期免费。

地点云疫情期间对所有疫情相关应用的免费配额（调用量）申请
不设上限，全力满足开发者需求；千万级私有位置数据搜索引
擎；支持周边、区域、矩形范围等多种地理位置搜索条件，网点
地图一键生成。

数据可视化JS API可以实现人流迁徙，点聚合、热力图等空间数

据的可视化展现，为科学防控疫情提供决策依据。拥有热力图、
散点图、迁徙图等丰富的组件类型，满足多场景需求；配置灵活
简便，开发者可根据自身业务场景定制不同样式；基于WebGL
技术的可视化渲染引擎，效果炫酷、加载流畅。

小程序解决方案为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了功能丰富的地图组件、插
件、API等，是开发者在小程序中实现地图功能的不二之选。提

供基于小程序原生的地图接口，体验流畅；专为小程序开发者打
造的接口与插件，极大减少工作量，实现快速接入；多端同步，
支持微信小程序与Android、iOS、PC、Web主流平台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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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蝶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四川省公

司

金蝶云

金蝶我家云

金蝶我家云，物业产业服务云（服务内容包括智慧物业管理，资
产运营，智慧园区等领域），疫情期间为物业企业上线“社区防
疫”服务，协助小区记录业主人员健康情况及出行情况，业主仅

通过一部手机查看疫情通知公告、生成社区出入电子凭证，以及
实现智能门禁、客服报事、社区商圈等便捷的一站式服务，减少
出门，降低感染风险，全方位保障社区安全社区。

袁莉：
18684042597

www.ik3cloud.c
om

疫情阶段免费模块：智能疫情助手
、访客通行、社区出入电子凭证、

防疫通知公告。

金蝶云星空 财务云、供应链云、生产制造云、全渠道营销云等。

2020年6月1日前，所有企业可免费

试用金蝶云星空企业版产品；免费
试用应用范围：财务云、供应链
云；免费试用用户范围：1-50用户

（包含）。

金蝶精斗云

金蝶精斗云，金蝶旗下小微企业一站式云服务平台，基于互联网
技术及软件交付模式创新，为企业提供3大经营服务（小程序商
城+智慧门店+2B订货）、2大管理服务（财务+进销存）、1大解

决方案（新零售全渠道解决方案），助力企业打造智能化、移动
化、一体化的经营管理体系。目前已有超过100万家小微企业选

择在精斗云上高效管理生意。

2020年5月1日前，所有小微企业可

免费试用精斗云V3系列产品；免

费试用应用范围：云会计、云进销
存；免费试用用户范围：1-5用户

。

金蝶KIS云

金蝶KIS系列产品拥有十多年的研发经验，为数百万家小微企业
提供企业管理服务，金蝶KIS云是基于金蝶KIS为广大小微企业

提供的企业管理云服务产品，功能涵盖采购、销售、仓存、财务
、生产、门店、营销等多个企业应用场景，有效帮助小微企业向
数字化和云服务转型。

1.截止到6月30日，KIS老客户、友

商客户选购KIS云产品，享受5折优
惠；2.截止到6月30日，新购KIS云
产品，可享受8折优惠；3.最多可

享受两年的优惠。

金蝶金融

金蝶金融打造了首个基于ERP数据的企业征信服务“泾渭云”。泾

渭云将企业授权的经营与纳税等数据维度交叉比对，将企业数据
转化为信用数据资产，在小微信贷风控中发挥独特价值，为金融
机构提供多维风控方案。金蝶拥有广大企业用户场景优势，金蝶
金融据此打通了企业云服务与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通路，在丰富
的云服务业务场景中按需匹配信贷服务，为小微企业创造高可靠
、高效率的融资服务体验。延展到中大型企业客户，金蝶金融开
创了基于云端场景与数据的供应链金融平台，为链上小微提供订
货融资等服务，也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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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蝶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四川省公

司

金蝶云

金蝶车商悦

金蝶车商悦深耕汽车行业12年，专注为汽车行业提供数字化管理

解决方案。产品方案覆盖新车销售、维修管理、二手车、客户服
务、营销集客、经营分析等各项业务环节，并整合配件集采、聚
合支付、智能道闸等多项增值服务，助力主机厂、汽车经销及服
务企业提升整体服务水平与运营效率，实现业财税一体的数字化
升级。

袁莉：
18684042597

www.ik3cloud.c
om

3月31日前，车商云产品新签客户

或续费老客户，一次性购买1年赠
送30天产品使用期、购买2年赠送
60天使用期、购买3年赠送90天使

用期。

金蝶账无忧

覆盖全国36个省份、334个城市，成为20000多家代账企业的选

择，共计服务超过2000000家中小企业，赋能企业全面数字化转

型，一起驱动代账行业的新商业文明。

1.全国范围内开通账无忧V5.0的新
客户可免费获得60天云服务时长；

2.账无忧V5.0的客户使用微信收款
功能的手续费费率由0.38%降至

0.2%。

金蝶天燕

金蝶天燕将高可靠的软件基础设施与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相结
合，创新性的推出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涵盖计算和网络、存储
与查询、中间件、大数据、安全与监控等技术领域，为客户提供
自主可靠、数据智胜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与运营服务，帮
助中小企业、医疗机构实现多个孤立系统（如财务、人力资源、
进销存、生产制造）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提供一套全局视图的
主数据管理，从而消除信息孤岛，提升数据质量，进而帮助企业
提升经营效率和质量。

1.针对本公司产品面向中小研发型

集成型及服务型公司提供公益培
训；2.向有疫情监管数据分析需要

的政府部门提供数据中间件与数据
智脑产品免费试用与技术支持服
务；3.向有信息化基础设施监控需

求的政府与企业部门提供数据智脑
、AMP产品免费试用与技术指导

服务以协助政府相关部门推进远程
值守建设；4.开通免费使用和在线

咨询频道。

金蝶管易云

管易云是金蝶集团旗下专注提供电商云服务的子品牌，目前拥
有：电商ERP、订单管理系统、仓储管理系统、前端商城建站等

SaaS产品服务，同时为客户提供新零售解决方案及电商仓储管理

解决方案。适用全行业多场景，可无缝对接金蝶系产品，帮助企
业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业财税一体化。

2020年3月31日前，凡新客户订购
管易云C-ERP产品任一版本，均可

享受产品原价8折优惠。

云镝智慧

专注yundee工业互联网平台研发与运营，提供产业电商、供应链

协作、协同制造、数字化工厂、设备运维服务、大数据分析、视
觉应用等应用，旨在以5G+云计算等新型数字化技术，通过工业

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帮助企业加速生长，促进产业集群转型
升级。

1.疫情阶段免费模块：产业电商、
疫情专区、人工智能—口罩佩戴认

别视觉应用；                                                                                                                                                                                                                                                                                                             
2.平台saas应用(制造协同、生产执

行、设备监控、采购协同、设备远
程运维、大数据分析）免费应用至

6月30日。

金蝶智慧记
智慧记软件（PC、APP、H5）、利润多多小程序、商品查询小

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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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浪潮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浪潮云

疫情防控

大数据平台

以城市智能中枢为基础，建设指挥调度、疫情防控、基层防控、
医疗救治、物资保障、业务协同等服务，为省市领导、卫生健康
和应急部门提供决策信息服务，为各委办局、卫生医疗机构、公
共服务单位提供应急协同办公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权威信
息发布和相关服务。

冯普:
18981986117

cloud.inspur.co
m

疫情防控信
息上报系统

支持各地政府开展疫情收集及防控工作。系统包含实时疫情动态
、社区疫情上报、企业复工疫情上报、物资信息上报、医疗机构
信息上报、交通信息上报、官方信息发布、健康知识、智能问答
、互联网医院问诊等板块，后台包括疫情统计分析功能，信息收
集模板支持自定制，统计分析功能对确诊、疑似、死亡以及治愈
人群提供多维度分析，支持在PC端和手机端展现。

疫情监测

指挥

以上报疫情信息为基础，汇聚卫计、工信、企业、公安等部门数
据，以地图+图标的形式，形成疫情监测指挥系统，实现疫情防

控“人、地、物、事、情机、构”全方位直观展示与智能分析，支

持各地政府开展疫情防控指挥调度与决策费。系统包括：疫情实
时动态、疫情防控指挥、物资调度指挥、医疗机构实时动态、人
员流动实时动态等。

企业复工

登记

为更好地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更快地掌握本地疫情以及人
员流动情况，应对即将开始的大量企业开复工造成的人员聚集和
无序流动管理，爱城市网上线城市疫情防控信息平台，协助政府
部门实现辖内街道、社区、企业员工的疫情及个人健康情况上
报，实现移动终端报送辖区疫情信息，自动生成辖区人员统计监
测报表，对复工重点及疑似人员进行预警追踪，形成“一平台两
通道多联动”的疫情防控排查机制，减轻基层工作人员压力，提

高防控疫情效率。

疫情防控人
体测温初筛

系统

该产品以热成像测温技术为核心，实现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
建成覆盖各种公共场所场景的网络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享、标
准规范统一、应用功能完备的人体测温信息化体系。

使用场景一是面向各公共场所、重点场所人体温度监测初筛；二
是面向居家隔离人员重点监管，对于已经明确需要居家隔离的人
员，实现人员居家外出情况实时掌控，预防潜在病毒携带者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外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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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云制
造（四

川）创新
中心有限

公司

四川省产业
园区云公共
服务平台

线上复工

功能

通过平台免费向全省园区及园区企业提供针对疫情线上复工申请
及查看功能小软件，根据各地园区实际帮助园区做好线上复工申
请、线上智能核对功能，免费试用园区云平台所有功能。

孙贺：
17612883119

www.casicloud.
com

供需匹配

功能

1.通过平台免费向全省园区及园区企业提供对接全国防疫物资供

需资源；
2.通过平台免费向全省园区及园区企业提供政务服务快速办理通
道；

3.通过平台免费向全省园区及园区企业提供相关四川省园区研究

院、四川省生产性服务协会、大数据产业联盟等组织、机构、协
会等相关资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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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云制
造（四

川）创新
中心有限

公司

四川省产业
园区云公共
服务平台

公共咨询

服务

1.通过平台免费向全省园区及园区企业提供国家、省基于疫情的

指导政策集合，提供地市经信及园区发布的园区企业复工通知及
相关复工相关政策、指导类、通知类文件，免费为园区及复工企
业提供政策对接，政策指导、政策解读等相关服务；

2.通过平台免费向全省园区及园区企业提供针对此次疫情，园区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环境安全环保咨询等公共咨询类服务。

孙贺：
17612883119

www.casicloud.
com

云析远程智
能云桌面系

统

云析远程智
能云桌面系

统

云桌面（Cloud Desktop），是航天云网提供的便捷、安全的云上

虚拟桌面服务。它支持快速便捷的桌面环境创建、部署、统一管
控与运维。无需前期传统硬件投资，云桌面帮助您快速构建安全
、高性能、低成本的移动办公体系。可广泛应用于高数据安全管
控要求、高性能计算的金融、医疗、设计、视频、教育等领域应
用，解决企业人员需要及时从各办公地点接入桌面进行远程办公
、远程教学等。

熊经理：
1898215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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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

司

用友制造云 工业大脑
工业大脑定位工业企业生产、运营数据的分析优化，通过智能配
料、计划排程、经济效益测算、质量缺陷诊断、故障诊断等工艺
模型，普及智能算法在工业企业的应用。

刘敏：

13540629218
www.yonyouclo

ud.com

免费试用工业大脑现有服务，免费
帮助客户挖掘智能数据模型场景，
并提供算法支持和客户验证。

用友财务云
NCC集团合

并
实时合并，一键出表。

已经成功实施NCC合并报表系统的

企业，可免费使用；未实施NCC合
并报表模块的企业，可免费对企业
进行远程调研并指导企业业务人员
进行业务梳理，为后续实施相关系

统做准备。

用友云平台

云主数据产
品(社会化主
数据产品)

疫情期间，用友云平台社会化主数据，将能使企业与企业共享基
本信息，同时与社会共享数据，例如企业的基本信息、企业的变
更记录、行政处罚信息、法院公告信息等。该类主数据除了拥有
主数据的基本特征以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社会性。
带有社会性的主数据，数据来源广泛，参差不齐，难于管理，但
是这类主数据又能帮助企业及时了解客户、伙伴、竞争对手等的
信息，有利于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

2､ 3､ 4月10w次
上限。

智多星RPA
（原：小友

RPA）

用友智多星流程机器人（原用友小友RPA）旨在帮助企业将员工

基于规则的常规操作自动化，从而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大幅消除
人为错误，为企业节约成本。用友智多星流程机器人主要包括以
下特点：7*24小时待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准确率、解放生产

力、节约成本。小友流程机器人的核心实施领域包括财务机器人
、会计机器人、税务机器人、金融机器人、人力资源机器人、审
计机器人等。用友智多星流程机器人适合的工作场景：枯燥、重
复、频繁、数量大、复杂性低；手工密集型，容易出错；基于可
预知的规则，很少需要基于判断的决策；结构化数据输入或跨多
个系统数据传输；后端支持办公，例如人力资源部负责的员工上
岗等；改造过于昂贵/复杂，无法在短期内进行。

2、3、4月公有云租户免费开通3个
月，可以免费使用两个客户端。

智能分析

智能分析：填报、分析、可嵌入式数据可视化。

数据湖：提供企业社会化主数据（包含抗疫主数据）、数据移动
（数据迁移、统计）。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2、3、4月。

技术中台

以创新技术保障业务与应用，巩固企业“免疫力”。中台能力，是

一座企业级复用的能力。实际上以企业基础设施为平台，形成一
种对现有资源和能力多端调取的能力。对于技术能力不足的企
业，以云服务产品支持的中台能力尤为重要。疫情下企业如何借
助“中台”火力全开，在疫情环境下，无疑沟通成本会大大增加，

企业管理者往往会更加关注工作效率。在传统企业中开发人员与
运维人员的角色是割裂的，这样会无形的增加很多沟通成本。通
过DevOps的方式，可以让企业在业务项目交付的过程中充分的

实现自动化，大大提升企业运行效率。一体化平台：通过流水
线，将开发人员、测试人员、运维人员关联起来，通过统一的平
台提供各个环节的自动化过程。高效协作：DevOps成功与否，

一个很关键的指标是公司的开发人员和运维人员是否可以良好的
沟通和相互学习，从而拥有更高的生成力。

uap开发平台
(V6.5)

UAP开发平台从不同类型的软件开发过程中，研究、分析、总结

和提炼了大量的设计工具、开发工具、应用开发框架、中间件、
基础技术类库及研发模式等成果，并提供了一个集成的软件开发
环境。包括了覆盖软件全声明周期的需求分析、设计、开发、测
试、构造、发布、运行及维护等各阶段所需的工具。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
6个月。

iuap studio 
for 

ncc(V3.5|V5.
0)

iuap Studio是一个简单易用的基于Eclipse开发平台的web项目开
发工具。可实现本地开发、本地模拟调试等功能，为web应用开

发者提供便捷的可视化建模开发，其功能包括快速生成代码块、
提供界面友好的可扩展可定制的代码提示窗口以及页面模版导入
导出和数据模型创建等功能，方便开发人员快速进行web项目开

发。

应用平台
（V3.5.6）

提供面向互联网的公共应用支撑组件，支持大型企业、组织等客
户利用应用支撑组件进行相应的互联网应用的扩展开发，以支持
企业快速开发自己的互联网应用。

智能分析
(V5.0)

智能分析：填报、分析、可嵌入式数据可视化。

数据湖：提供企业社会化主数据（包含抗疫主数据）、数据移动
（数据迁移、统计）。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

6个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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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

司

用友云平台

社会化主数
据

疫情期间，用友云平台社会化主数据，将能使企业与企业共享基
本信息，同时与社会共享数据，例如企业的基本信息、企业的变
更记录、行政处罚信息、法院公告信息等。该类主数据除了拥有
主数据的基本特征以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社会性。
带有社会性的主数据，数据来源广泛，参差不齐，难于管理，但
是这类主数据又能帮助企业及时了解客户、伙伴、竞争对手等的
信息，有利于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管理好社会化主数据，
对于企业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刘敏：
13540629218

www.yonyouclo
ud.com

疫情期间6个月10w次上限。

专属云平台
在线培训

iuap平台全产品线的在线培训：技术中台、业务中台、数据中台

、智能分析、小友rpa。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

6个月。

交通公用

友工程

友工程以工程管理为核心，构建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三方业
务互联，聚焦工程现场质量、进度、协同管理。作为工程管理人
员移动办公的平台，服务于项目现场管理，实现项目信息与资料
共享、业务数据实时记录、多方协同办公，并支持移动端与web
端一体化。突发疫情期间，友工程可以应用于各工地的工程项目
管理，多方协同。 即日起新注册客户免费使用体验至

5月1日(实施费不免）。

资产云

用友资产云-巡检服务主要功能包括资产履历，点巡检标准、点

检计划、移动点巡检、点巡检分析等；一般面向制造企业、交通
公用企业、其他资产密集型企业及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服务商；
资产云巡检落实企业点巡检到位的要求，减少漏检故障，提升业
务监督效率，方便问题分析及追溯。

地产云

用友地产运营Cloud系统V2.0版是定位服务于地产行业的云产

品，不但适合中小规模或新组建的地产企业，也能够支持多级结
构的地产集团，以及接受互联网新模式的共享资源的涉足地产开
发、销售、租赁、物业为核心业务管理的地产开发商、营销代理
企业、商业租赁企业、物业管理企业、园区运营企业等。用友地
产运营Cloud不但是地产行业管理产品上的互联网化颠覆与创

新，更多是以满足基础业务包括工程项目管理、营销管理、租赁
和物业这四个子系统为核心的基础上，提供移动端应用的升级迭
代，以及行业标准化业务的资源模板共享，为地产行业的用户提
供更简便、更高效、更低成本、更多知识的互联网管理应用支撑
。

初装费、订阅费、运维费即日起至
5月1日止按报价器5折计算，后续
费用按报价器计算(实施费不打

折）。

用友人力云 人力云

为政府、公众组织、社区、企业快速管理抗击疫情一线工作人员
的考勤与休假申请，并可以自动统计出勤结果，用于统计工作人
员出勤工时。为各级组织提供自上而下的目标管理，快速目标对
齐与目标风险跟踪。确保组织目标能够获得全面贯彻与落实，提
高组织人员效能。

3个月免费，特殊资源根据实际情

况酌商。

用友营销云 U订货

升级B2B营销模式，采购、要货全渠道线上交易及管理，渠道线

上直达，促销信息即时在线发布，严格渠道管理，支持渠道在线
订货，升级线上体验，订单进度、物流信息实时可查；线上快捷
对账，实现业务的前中后台一体化。

新用户一个月免费使用。

用友U8 
cloud U8 cloud

U8 cloud聚焦成长型、创新型企业，提供企业级云ERP整体解决

方案，全面支持多组织业务协同、营销创新、智能财务、人力服
务，融合用友云实现企业互联网资源连接、协同、共享，赋能成
长型企业多组织管控、数字化升级。

自订购起免费3个月，即日起至5月
1日前有效。

用友云通信 云智通 政企信息通知、语音调研。
疫情防控期间，疫情防控相关部门
、组织、企业基础应用免费，特殊

资源根据实际情况酌商。

用友红火台 智慧食堂 线上点餐、无接触取餐、食材全流程安全保障等。
所有企业食堂云产品免费试用两个
月（食材供应、硬件器材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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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众望
安全环保
技术咨询
有限公司

园区EHS云
管家

众望疫情防
控外来人员
排查平台

平台通过对外来人员进行活动轨迹、人员接触史等重要信息的采
集、移动端手写签名确认、数据统计与智能分析、人员分类管控
等，实现“全区域拉网排查、存量限时清零、增量实时登记”。平

台倡导自主上报、远程监管，解决一线疫情管理人员紧张问题及
工作防护问题，提高了工作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突出工作重点
、防止出现脱管、漏管等问题，有效遏制疫情蔓延，最大程度控
制隐性传播，为各地有序复工复产提供重要保障。

黄富兰：
13981926090

www.zwehs.co
m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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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
科技网络
信息安全
有限公司

四川政务云
安全服务市

场

网页防篡改
服务

网页防篡改系统采用多重篡改防护手段和事后处理机制，有效应
对各种内外部篡改风险，实现高可靠的网页防篡改。
五个篡改检查点，确保无死角的防篡改：1.网页文件发布时，对

文件内容审查；2.网页文件写入时，对操作主体检查；3.网络请
求到达时，对用户报文检查；4.网页文件发送前，对内容完整性

检查；5.定时对服务器相关文件进行检查。
三种篡改识别机制，准确鉴别篡改行为：1.对访问文件的操作主
体进行五元组的身份识别和精确的权限控制；2.对文件生成可信

唯一的数字水印并在全生命周期内进行完整性校验；3.对网页文
件内容进行可定制的不当内容和恶意脚本扫描。

四种篡改处理机制，运维零负担：1.阻断：实时阻断篡改访问和
攻击；2.隔离：隔离保存被篡改的文件；3.清除：清除服务器上
的后门程序；4.恢复：自动恢复被篡改文件。

齐伟钢：
13808076297

通过政务外网
申请访问，详
细地址请电话

咨询。

数据库审计
服务

常规审计规则：支持引擎名称、数据库实例、数据库类型数据库
用户、操作系统用户、主机、数据库IP、客户端IP、数据库
MAC、客户端MAC、客户端程序、客户端端口、请求发生时间

、执行时长、SQL内容关键字、执行结果。

高级审计规则：支持多关键字：基于自主的高速多关键字匹配算
法，当多个关键字同时出现时，触发该规则。
支持行为基线—自动建立访问模型，敏感数据发现和评估，数据

库性能监控，数据库风险扫描，日志检索，风险告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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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
科技网络
信息安全
有限公司

四川政务云
安全服务市

场

安全审计服
务

内容审计：解析网页、电子邮件、文件传输和服务器操作等协议
中的内容，对敏感关键字访问和外发进行告警记录。行为审计：
对网站访问、邮件收发、数据库访问、远程终端访问、数据传输
、文件共享和网络资源滥用等网络应用行为进行监测。流量审
计：提供基于协议识别的流量分析功能，实时统计出当前网络中
的各种报文流量，并进行综合流量分析。特色：全面支持IPV4
／IPV6环境下的网络行为审计：基于双协议栈架构，同时辨识
IPv4和IPv6通讯流。通过IPv6地址格式的安全审计策略，实现对
IPv6环境下的各种网络行为的审计，为IPv6环境提供有力的安全

审计保障。基于用户的全程审计：支持用户身份信息智能关联技
术，创建用户身份信息库，并利用该信息库中的用户身份信息关
联相关网络访问事件，从而实现对网络事件的用户身份关联与自
动识别功能，提高事件定位的精确度。

网站内容安全主动审计：可主动扫描不良敏感信息和挂马网站，
支持即插即用部署，接入网络即可扫描检测，帮助用户及时准确
发现网站、论坛、博客中的非法敏感信息和网页挂马隐患。

齐伟钢：
13808076297

通过政务外网
申请访问，详
细地址请电话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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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有
线广播电
视网络股
份有限公

司

慧学习教育
云平台

广电云平台

依托广电遍布全省的网络资源和智慧广电技术能力，整合全国优
质优质教育资源，集合优秀的教育专家，搭建“慧学习”教育云平
台，主要以同步我省幼儿、小学、初中、高中K12阶段各科教学

内容为主，还囊括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培训、老年教育等
教学内容，教育学习视频时长上百万小时，学习形式有直播课堂
、录播以及点播等形式。在疫情期间免费提供给我省中小学生使
用，通过遍布家庭的电视和手机终端，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优
秀的在线教育服务，在家就能安心学习，同时丰富疫情期间广大
家庭的文化学习生活。

陈昆：
18200007228 www.sc96655.c

om

视频会议云
平台

云视频会议
系统

通过光纤专线召开视频会议。
雷建军：

15892363678

14
中国铁塔
四川省分

公司
铁塔云

高点视频监
控

+智能云广

播

中国铁塔高点视频监控，在广场、农村、乡镇等集中区域做到无
接触远程可视化监管，第一时间发现人员聚集等高危险行为，并
结合大喇叭广播快速驱散，减少疫情传播空间，后期可按需开发
AI识别功能，广泛用于交通、安防等；智能云广播主要用于县

乡村的联防联动和群防群控，日常宣传、应急信息快速发布等，
利用铁塔资源挂载高音大喇叭，对周边一定范围实现远程语言播
报，一键喊话，疫情期用于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寻找密切接触者
、以及播报本地疫情物资情况等信息，对村民进行反复宣传和警
示教育，后期也可用于应急播报等，在县乡村区域能快速高效的
达到宣传目的。

肖雨：
18602896215

www.china-
tower.com

无接触高精
度测温监测

在控制区出入口，通过热成像摄像机对人体发出的红外线强度进
行转换测算，实现快速非接触式体温检测，对疑似疫情发烧人员
进行快速识别和处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亮化防疫宣
传

利用铁塔14万座站点、高度、供电挂载各类宣传载体（发光字、

灯箱、电子屏等）进行醒目宣传，进一步提升群众防控知识和意
识。

小区低速电
动车充电桩

服务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与管理一直是社区物业和业主难以调和的
矛盾之一，各种不规范行为，影响小区安全。目前大多数电动自
行车充电采用私拉乱接方式，安全问题众多，铁塔公司提供免费
低速充电桩建设服务，并通过监控平台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运行

情况，可集中解决小区充电难和充电不安全的问题。 马铁锁：
13693498027

备发电、电
力维保服务

基于成熟的通信基站电力保障方案，在外市电停电的情况下为客
户提供后备电力续航服务，保障客户设备持续稳定运行。同时利
用7*24小时后台监控和本地化的电力维护队伍，提供疫情期间电

力设备厂家售后服务不能落地的，快速响应的电气设备巡检、检
修服务。

15
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电科云

“一网畅行”
复工复产通
用管理系统

“一网畅行”由五个功能组成。“小护士”用于密切接触者测量，可

以检查自己是不是密切接触者，也可以用于地方、部门、企业批
量筛查风险人群；“小管家”用于社区管理，基础信息一次填报，
动态变化及时填写，扫码通行；“小战士”用于站点检查，可以对

交通卡口、需要检查的地方，通过手机扫描身份证就可以感知是
不是风险人群，系统自动生成个人颜值，安全畅行；“小帮手”用
于企业管理，可以帮助部门企业管理者生成一个部门企业码，构
建一个网上企业群，员工通过扫码进群报到，既可以对返工复产
前员工的风险状况进行筛查，又可以关心员工每日的健康状况和
活动轨迹；“小达人”用于招聘应聘，劳务输入地在网上提供用工

岗位、用工数量、薪酬待遇、地域风险等需求信息，劳务输出地
在网上提供工人信息、健康状况、职业技能等信息，系统自动生
成县域用工需求和输出需求，供两地对接，两地可以依据人员流
动的数量与方向，采取包车等多种形式，组织好运输管理，确保
交通运输的疫情防控。

刘筝:
13666111405

www.cetccloud.
com/default.htm

l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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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
电子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云尚行平台
财税资云服

务

云尚行平台提供了集会计、税务、金融等为一体的在线saas云服
务。1.会计云服务：平台将会计制度、管理制度等要求解构嵌入

平台，形成规则库。当用户发生业务时，仅需通过手机、电脑等
低门槛办公条件将会计原始单证扫描上传至平台，平台即可自助
完成会计核算，自动产生会计凭证，实时输出报表。云尚行平台
构建了多级多节点云计算支撑的架构， 在原始单证信息纠偏中

引入众包公众参与模式，探寻基于云计算和众包模式相结合的服
务模式；2.税务云服务：平台与税务系统连接，可在线上实现发

票认证、发票查验、纳税申报，随时随地记账、报税；3.金融云

服务：平台的银企直联功能，实现资金结算全线上处理，自动对
账，无需到金融机构现场办理业务，达到账实闭环管理效果。

刘庆：

18781182057
ysx.chfcloud.co

m

10

http://www.cetccloud.com/default.html
http://www.china-tower.com/
http://www.sc9665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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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卫士
通信息产
业股份有
限公司

卫士云平台

员工返岗及
疫情动态跟
踪系统

该系统结合全国疫情防控形势，能够有效防控疫情、掌握当前员
工的全国分布情况和所面临的疫情风险程度，助力企业和单位做
好员工相关的返程安排和防疫保障。

刘筝:
13666111405

overall.westone
cloud.com/h5/lo

gin

橙讯安全邮
件

橙讯安全邮件云服务是应用安全软件的SAAS服务，是基于国密
算法SM2/SM3/SM4及PKI证书体系，为用户提供全过程加密、全

系统可控、从产生、发送、处理、存储的信息全生命周期安全的
电子邮件服务，通过成熟的云计算模式为客户带来全新的企业邮
箱SaaS托管运营服务。

mail.westone.co
m.cn

网站在线防
御

基于云防御平台，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实现智能安全
监测防御，为各类互联网网站系统保驾护航，保障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

https://www.365
gcd.com

疫情期间针对新用户提供免费使用
。

橙讯

橙讯是面向政企用户，打造基于国产商用密码保护的安全可控的
即时通讯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覆盖云管端的一体化信息安
全保护，有效解决用户在移动办公中的沟通和信息安全难题，全
面提升工作效率和用户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

cx.westonecloud
.com 疫情期间可免费为政企用户使用。

网安密+

“网安密+”是中国网安旗下网安卫谷推出的安全可信加密服务平

台。现已为腾讯企业微信SaaS版、私有化版及政务微信提供了经

过国家密码局认证的商用密码服务。企业微信用户只需一键式开
通便可享受国内顶级的安全加密服务，无需担心使用企业微信远
程办公的数据安全问题。

https://ewckdc.
westone-
service.cn

疫情期间针对新用户可免费提供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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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服创
立信息科
技有限责
任公司

疫情防控综
合管理平台

汽车出入境
信息报送服

务

用于入境车辆疫情期间信息登记和统计，登记内容包含：车辆信
息、驾乘人员详情及检测信息、检测点信息、车辆入境审批等。

闻俊：
18602865973

www.ccsenrisin
g.com/index.ht

ml

健康信息报
送服务

“员工天天报健康”设置了“疫情资讯”“健康填报”“疫情统计”三个
板块，在疫情资讯板块，可随时掌握疫情防控知识；“健康填报”
板块摒弃原来通过微信、电话、电子表格等采集手段，正常人员
可进行快速、准确和便捷的健康信息填报，包括近14天有无接触
史、2020年2月1日以来的旅居史及返工情况等，管理人员可便捷

快速采集和掌握人员的健康和旅居情况，实时采集和汇总人员健
康数据。在“疫情统计”板块，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呈现所属范围

内人员身体状况统计、就医措施统计、病例接触史统计、抵达工
作城市统计，并汇总统计总人数、上报人数、未上报人数以及确
诊人数等。此外，该平台还为管理人员提供多维度的统计分析报
表，提升统计效率，为疫情防控指挥部提供准确数据，可以为疫
情防控提供有效支撑。

疫情防控健
康信息报送

服务

是为各级政府单位和疾控部门提供的针对疫情进行网格化、精细
化管理的统一操作平台，通过疫情数据的实时采集，及时掌握疫
情动态，助力疫情防控。                                                                                      
核心功能：健康信息可实时上报、一键呼叫即可申请医疗援助以
及生活服务，此外，该平台还具有实时定位，方便管理人员掌握
居家观察人员的实时位置，便于突发情况发生时的查找，还设置
了防疫防控知识专区，方便居家观察人员及时掌握防疫最新资讯
。

特定应用场
景智慧巡检

服务

防疫期间通信机房、电力房、电缆隧道等基础保障设施的巡检维
护工作不能停滞。CCS智慧巡检机器人可24小时不间断工作，代

替人工自动完成巡检任务，能够缓解防疫期间基础保障人力不足
的难题、减少防疫物资消耗、还能避免人员出工的病毒交叉传染
。
主要功能：1.访客管理，无人值守机房通过人脸识别/NB锁远程

开门进出；2.机房内温湿度监测；3.设备运行温度异常检测；4.
机器人自动巡检拍照；5.人工远程巡检。

测温监测服
务

一体机提供热成像体温监测和离线人脸识别服务，具备图像智能
配准、超温智能报警截图、多点人脸识别、疫情分析及远程监控
等功能。降低用户对体温监控的投入成本，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动
态采集体温数据，从而为用户及监管部门等提供基于大数据应用
模式的健康预警、评估等服务。
主要功能：用于小区门口或者公司复工人脸和体温检测，1.人脸

识别；2.监测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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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安信科
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奇安信云平
台

蓝信移动工
作平台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主要功能介绍如下：

1.组织专属的移动工作平台，围绕组织把人和事打通，一个APP
提供组织统一入口，最安全、最低成本、最快速度、最高效率的
解决大型组织的多端融合（手机端、PC端）与移动信息化需

要；
2.员工可通过移动端每日上报自身情况，方便领导及时获取内部
员工信息；

3.即时协同，组织通讯录分级分权可建2000人以上超大群组、
500人电话会议、通知公告、视频会议等功能。

曾凡懿：
13981844369

www.qianxin.co
m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

终端防病毒
（天擎）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主要功能介绍如下：

提供终端防病毒服务，云查引擎、启发引擎、脚本引擎、AI引
擎、主防引擎(本地库)等多引擎的协同工作，支持对蠕虫病毒、

恶意软件、广告软件、勒索软件、引导区病毒、BIOS病毒的查

杀，助力各组织疫情期间，终端安全防御。

11

https://ewckdc.westone-service.cn/
https://www.365gcd.com/
http://www.ccsenrising.com/index.html
http://www.qian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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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安信科
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奇安信云平
台

自适应广域
网组网系统

（SD-
WAN）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主要功能介绍如下：

为多分支机构、数据中心互联、混合云等场景的组织提供广域安
全组网方案。不仅解决网络运维成本高、广域组网复杂等网络问
题，同时针对广域网及内网数据日益严重的安全风险，提供“端-
网-云”一体的端到端安全防护能力。通过灵活便捷、按需定制的

网络连接，弹性部署的安全能力，数据驱动的网络及安全策略决
策支持，让网络更安全，让安全更智能。

曾凡懿：
13981844369

www.qianxin.co
m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

网站云监测

（全球鹰）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主要功能介绍如下：
1.无需安装，远程在线开通。提供网站漏洞监测、网页篡改监测

、网页挂马监测、内容变更监测、黑词监测、黑链监测、敏感词
监测、网站可用性监测以及标准的报表管理和通报管理；
2.无需安装，远程在线开通。提供网站安全云防护包含Web攻击

防护、 SQL注入、跨站攻击、伪造请求攻击、后门植入、上传
漏洞攻击、路径遍历、DDoS攻击等。

网站云防护
（安域）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主要功能介绍如下：
1.无需软件、硬件的部署，DNS迁移，简单、便捷、高效；

2.基于DNS和CDN技术，通过遍布全国的防护节点提供安全防
护，提供WEB攻击防护、DDoS/CC攻击防护、网站加速、网站

永久在线以及统一管理、配置的多合一网站安全云防护解决方案
。

SSL VPN
（远程安全
接入）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主要功能介绍如下：

保障组织移动信息化安全为核心，在满足组织的身份认证、传输
加密、访问授权、日志审计等多种基础安全需求基础上，更加保
护了移动终端设备的接入安全、移动应用自身安全、移动应用数
据安全，为组织提供移动信息化“一站式”安全办公解决方案。

远程在线

支持服务
（7X24）

疫情期间，提供免费远程在线支持服务（7X24）。

现场应急

服务
（7X24）

疫情期间，如发生重大安全事件，免费提供现场应急服务
（7X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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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
息化部电
子第五研
究所西南

分所

赛宝质云

AutoFMEA-
DFMEA

遵循AIAG-VDA最新版FMEA国际标准七步法分析流程，突破传

统被动填表式的工作方法，采用图形化、流程化、知识图谱等新
形式，引导分析人员积极主动开展FMEA，实现FMEA与企业研

发过程的深度融合。

王欣汝：

18620753695
www.cepreiclou

d.com 疫情期间免费。

AutoFMEA-
PFMEA

PFMEA（过程失效模式影响分析）是制造过程控制常用的风险

分析方法，通过预先识别制造过程中的风险，优化产品制造过
程，使用结构化的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以降低缺陷的发生风
险，提高产品的可靠性。

故障闭环深
度决策系统-

FRACAS

具有故障报告、故障分析报告、纠正措施实施情况报告管理及报
表输出功能，支持故障查询、统计及归零管理等。

可靠性预计
(RPRED)

包含GJB/Z 299C、GJB/Z 108A、MIL-HDBK-217F Notice2等预

计方法，支持工作和非工作状态可靠性预计，输出产品
MTBF值，帮助找到薄弱设计环节。支持设定应用环境模板下失

效率自动计算，含丰富的元器件可靠性预计参数库，模块失效率
数据，机电部件失效率数据及机械件模型算法。

疫情抗击相
关云平台方
案设计与咨

询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软件中心依托中国工业技术软件
化产业联盟针对“信息技术类”和“服务保障类”疫情抗击平台 的解

决方案进行优选。以典型企业为范例，为各级政府部门及企事业
单位提供支撑。

杨喆：

15682533380

www.caitis.cn/n
ewsinfo/209724

3.html

抗击疫情相关服务六折。

云计算有效
性分析平台

疫情抗击云
平台有效性
分析评估服

务

依据《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服务运营通用要求GB/T 36326-2018》
《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服务级别协议基本要求GB/T 36325-2018》
《信息技术 云计算 虚拟机管理通用要求GB/T 35293-2017》《信
息技术 云计算 云资源监控通用要求GB/T 37736-2019》《信息技
术 云计算 云服务交付要求GB/T 37741-2019》《信息技术 云计

算 云服务质量评价指标GB/T 37738-2019》等国家标准对企业的

疫情抗击云平台的人员、管理、安全和技术等进行评价。

www.ceprei.co
m/contents/232/

7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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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久远
银海软件
股份有限

公司

四川省就业
创业网上服
务大厅

互联网+培
训云课堂系

统

通过扩展网站、APP、微信公众号渠道为人社部门、培训机构、
培训人员提供线上线下多渠道融合的互联网+培训服务管理；支

持在线培训教育和在线考试管理；依托培训云服务资源拓展在线
视频直播服务。

易静涛：
18683523067

119.6.84.89/pxx
y/index.jhtml

22
四川金山
办公软件
有限公司

金山云
金山云应急
物资管理系

统

1.面向各级卫健委(医疗集团)及下属医疗机构，提供对应急物资

的集中入库、向下分配及多级审批出库，物资库存、日消耗、需
求量情况简洁上报及信息提醒等一系列功能；2.解决医疗机构库

存上报不及时、上级分配审批不及时、汇总统计工作量大等问
题；3.目前系统种管理的物资种类已涵盖口罩/面罩、防护服、体
温计、消毒用品、检测用品等5大类22等品种，并且可以根据需

求扩充。

谈旭：

18602800056 www.ksyun.com 免费使用两个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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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山
办公软件
有限公司

金山云

金山通

金山通是北京金山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用于企业、政府
部门等协同办公、即时消息，语音视频会议的线上平台。金山通
以金山云公有云为技术支撑，以政企组织架构为中心，集办公协
作、即时消息、文件传输、高清语音、视频会议、电子白板、同
事圈、云直播、云监控等功能于一体，提供统一的门户及协同服
务。

谈旭：
18602800056 www.ksyun.com

免费使用两个月。

金山云在线
办公系统

针对中小企业的远程办公和协同需求，金山云支持在公有云和公
有云专区实现WPS云服务部署，在保证每个政府机构或企业文

件资料安全的情况下实现远程办公、文档协同、视频音频会议、
文档管理处理以及统一企业资料和智能搜索等功能。能够支持企
业的拥有自己独立的云办公系统并在远程情况下提高办公效率。

疫情防控智
能平台

系统介绍：金山云疫情防控智能平台，是金山云为各级政府、卫
健委、城市管理部 门、疾控中心和社区街道，推出的疫情防控

大数据分析和监控平台，提供针对疫情的高效联防联控和精准施
策应用。基于金山云安全可靠的云计算、大数据 和 AI 能力，充
分应用公安、互联网、社区大数据资源，快速实现：

高危人群“早发现：对已知确诊对象及其亲密接触人员、高危疫
区输入人员 和车辆进行挖掘、隔离和预警。
趋势研判“更敏锐”：通过全景数据实时掌握重点区域状态，基于

大数据分析模型结果，密切监测疫情发展趋势、高危区域人员流
动特征等，进行科学化、 精准化、高效化的决策。
数据分析“更快捷”：在繁杂、紧张、艰巨的疫情防控形势下，多

渠道快速 抽取、整合、分析疫情有关数据，为疫情实施检测和

及时识别重点防控区域和高危人群提供有力保障。针对用户：政
府及卫健委；公安、交通等城市管理部门；社区街道及城市重点
区域管理机构。

使用说明：可以在金山政务云专区
部署保证安全，但需要和用户数据
对接。应用上，金山云可提供监控

平台互联网免费版本。

AI防疫检测

金山云AI防疫检测方案采用红外热成像测温技术、口罩检测识
别技术、人脸识别和跟踪技术、融合人脸和人体（Re-ID）技

术，包含口罩穿戴检测和非接触式测温两大功能，可实现同时对
多人进行体温检测，并对异常体温人员采用弹框报警，且可实现
±0.3℃人体测温精度，满足疫情防控初步筛选疑似患者标准，提

高体温筛查效率，同时能够保障正常的通行速度。针对用户：机
场、车站、地铁、广场、社区、园区等疫情检测口。

使用说明：直接在用户检测现场部
署软硬件进行使用，通过界面显示

检测结果，疫情期间免费。

疫情信息上
报系统

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实现疫情防控数据采集及分析管控，对突发
情况、疑似接触做到全方位摸排，实现疫情全掌握，帮助政府及
各企事业单位共抗疫情防控工作。

系统适用领域：目标用户是政府、社区、街道、医疗机构、学校
等机构；系统适用人员：使用用户是人员疫情防控管理部门人员
。

使用说明：系统采用公有云部署模
式，输入端采用浏览器或公众号方

式接入访问。

社区服务平
台

系统介绍：通过构建社区服务平台，实现社区基层单位的全域信
息统一汇集，群众诉求、上级交办、网格上报等全业务的统一受
理，打通居委会、物业、民警等各类业务高效协同，在疫情期间
通过社区门禁和电子出入证管理实现进出社区人员严格管控。

针对用户：目标用户是各辖区街道办事处；使用用户是社区基层
人员。

使用说明：系统采用公有云部署模
式，社区管理端采用浏览器访问，
居民和社工端采用手机公众号方式

访问。

金山云在线
教育解决方

案

具体的平台功能包括在线课堂和远程课后练习两个部分。1.在线

课堂：可以实现课堂全网直播远程教学及互动；实现随时随地的
局校之间、校园之间、校园和家长之间的视频会议协同；实现课
堂录制与点播；实现名校名师讲堂和资源共享等功能。在线课堂
除了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上课，还可以对接学校现有的录播教
室把课程更好的呈现给学生；2.远程课后练习：实现教学备授课

、本校教学资源管理、班级教学空间、作业提交和评测、学情分
析和家校互联等功能。覆盖课后教、学、考、评、练所有场景，
实现全面学习支持。

免费使用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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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合创
信通软件
股份有限

公司

社区封闭管
理云平台

基于东华智
慧社区封闭
管理系统

提供社区电子出入证和健康信息上报功能，实现出行证和数据登
记电子化，有效避免因发放通行证带来的二次感染风险，提升工
作效率，便于整体查看数据统计，配合无接触体温测量、联动后
台健康信息管理、特殊隔离人员管理等功能，切实协助社区防控
疫情，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王俊：
13880949741

www.dhcc.com.
cn

疫情期间免费，后续收费根据双方
商定协议和实际情况而定。

教育系统疫
情监测云平

台

教育系统疫
情监测服务
微应急平台

建设一套面向全省的教育行业，特别为当前的大学生，能够把大
学生的与疫情相关的健康信息，还有个人位置等信息能够做一个
动态的，实时的一个掌握。同时整合其他高校已经开展的工作，
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采集、全省动态监测、研判的工作模式。在
信息采集和研判的同时，面向全省的高校提供相应的支持和信息
服务，包括权威的信息的服务和心理方面的支持。系统总体由移
动端与web端组成，学生使用手机的方式，通过手机的形式，能

够把大学生的与疫情相关的健康信息，还有个人位置、行程信息
能够做一个统一采集上报。政府与学校的管理者，可以通过PC
端的web系统查询学生上报信息，形成相关的报表。系统实施分

为两个阶段，一阶段以微信端以学生、教师健康信息上报为主，
实现自保和代报等多种上报渠道，pc后台提供实时查询统计功能

。二阶段新增健康咨询、心里辅导、疫情公示、学校卡扣检查等
升级版内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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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合创
信通软件
股份有限

公司

疫情管控云
平台

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
管控平台

系统通过采集基层（社区、乡村、酒店、机场、车站等）防疫数
据，结合后台“人、地、物、情、事、组织”和城市防疫事件等管

理要素，实现多维数据分析、研判、调度指挥、可视化的综合疫
情管控信息化平台。信息采集通过移动端录入或web端导入疫情

相关的个人关键信息：身份信息、户籍信息、入岛居住信息、入
岛交通出行信息、身体健康信息、集中观察信息、与高危人员接
触信息、网格化管理信息、包抓干部信息等。后端通过地理信息
服务、疫情可视化展示、网格事务管理、大联动业务协同、指挥
调度和绩效考核等业务支撑，提供完整的智慧化一体化的应用服
务。系统成效：按照“横向大部制、纵向扁平化、全局整合资源”
的工作要求，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管控平台建设作为推进社
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切入点，充分整合多方力量和资源，有效
提供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水平，实现了社区服务“全
覆盖、全天侯、全方位、全实时”和社区管理“扁平化、网格化、

信息化、联动化”工作格局。

王俊：
13880949741

www.dhcc.com.
cn

疫情期间免费，后续收费根据双方
商定协议和实际情况而定。

文档和问卷
的远程多方
协作信息云

平台

基于东华文
档和问卷的
远程多方协
作信息上报
收集统计能

力

支持多终端同时200人在线操作，上线6类疫情统计模板加速信息

收集，并智能汇总及时统计人员的身体状况，提升信息基层社区
、乡镇村等单位的信息收集管理效率。

24

成都索贝
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索贝抗疫专
用云剪辑平

台

Jove云剪辑

1.提供海量抗疫相关素材，包括实时新闻，以及个人创作者共享

的优秀作品，可快速制作抗疫相关作品；
2.支持素材共享，为因疫情无法聚集的团队提供方便，可协作进
行内容创作；

3.浏览器打开网页登录即可使用，无需下载安装，无需高配电

脑，让爱好者和无法到单位工作的剪辑师在家也能进行创作。

李雪妍：

13699496100

fightwuhan.sobe
y.com

能源电力通
联及内容交
换系统

疫情期间，能源电力行业驻地通讯员响应隔离政策不去单位，因
此不能通过内网进行正常的素材上报、稿件通联回传；单位宣传
人员也无法进行素材统一接受和交换。索贝电力融媒体云服务免
费为在抗疫一线的宣传人员提供大量免费抗疫新闻素材，丰富作
品内容，共享共建、剪辑工具，完成他们在家移动办公，帮助实
现通联和素材交换的业务。

刘晓庆：

15908148455

Jove剪辑及

内容交换云
平台

1.疫情期间，为党政机关单位或公安机关、检查院、法院等提供

直接云上在线剪辑制作工具，并提供抗疫相关新闻拆条素材以供
使用；

2.云剪辑对电脑配置、平台都没有高的要求，适合在家办或办公

室网络直接应用，内容共享平台可供个人或单位间素材交换使
用，为个人或单位提供极大的方便。

毛靖宇：

13730668217
庞玉涛：

13681315463

索贝素材共
享平台

素材云共享
平台

疫情期间，各地媒体工作者都无法在单位工作，因此素材共享平
台，解决了军区/军事记者、编辑在线上传稿件、视频等平台，

索贝素材共享平台帮助了并解决了各媒体单位人员之间素材壁垒
的问题。 马璐莹：

17602886293

索贝在线视
频制作平台

在线视频制
作平台

疫情期间为各大战区、军队、军工等新闻机构提供在线视频制作
平台，在相互隔离等情况也可以完成新闻节目制作，同时此在剪
辑视频平台和素材共享平台配套使用可以实现协同共享的效果。

物业抗疫视
频制作及素
材共享服务

疫情期间，基层的防护尤其关键，通过该服务可以让物业人员增
强宣传能力和宣传手段，并利用平台进行素材共享，让各大物业
可以共享抗疫宣传思路，增强基层抗疫宣传能力。 李嘉良：

18215695831
企业宣传视
频制作及素
材共享服务

通过服务可以制作抗疫宣传视频和企业复工宣传视频，并将企业
复工素材进行共享，促进各企业复工复产。

索贝抗疫专
用云剪辑平
台及远程教
学平台

索贝远程教
学及在线课
件制作服务

1.索贝教学视频课件制作和剪辑服务：基于索贝视频剪辑核心能

力，提供精品课、微课视频课件制作和剪辑，包括手机端、网页
版、单机非编等多个维度的剪辑服务和软件；
2.索贝MOOC在线学习点播系统：基于索贝视频点播能力，面向

大、中小学远程非实时教学的解决方案。学校或老师将制作好的
教学视频及教学课件上传到点播平台，学生可以登录Web和手机
端MOOC平台在线观看教学课件。

刘娜：

15884529721
吕小林:

18581950512

索贝融媒体
业务云平台

索贝教育融
媒体内容制
作、分发和
管理服务

1.提供云平台一体化稿件编辑服务和多渠道发布服务，快速完成

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网站、APP等渠道的新闻宣传内容生
产和发布；
2.提供云平台短视频编辑服务和图片编辑服务快速生成宣传图片

、短视频、GIF动图、视频截图等多样化媒体内容；
3.提供云平台素材管理服务，以更专业化的方式管理抗疫素材、

校园活动、学生和及家长UGC素材等。

刘娜：

15884529721
吕小林:

18581950512

非遗数据库
系统平台

非遗档案资
料云管理平

台

非遗数据库系统（是一个基于Hive内容平台的综合性云服务系

统，以海量的素材存储和共享为中心，可提供对各种类型的档案
资料管理、归档、交互、共享以及发布等功能，实现更高效、快
捷、人性化的内容管理平台服务。同时云服务解决方案大大节省
运营成本。

王都:
139822506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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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
研究所

全国基层组
织新冠肺炎
疫情动态监
控平台

基层组织新
冠肺炎疫情
动态监控系

统

非接触式填报员工健康状态，避免病毒交叉感染；记录员工移动
轨迹，评估疫情风险；设置“隔离/观察”日期，自动提醒“隔离/观
察”天数；分级人员审核机制，保证数据可靠；个人身份证信息

加密，符合信息安全要求。自动统计直报，企业管理人员及时了
解员工动态信息。

王黎明：
13501369135

http://47.104.23
0.216:8080/xgy
qing/index.html

#

26
成都国星
宇航科技
有限公司

星云大数据
平台

直播地球
APP

直播地球APP是全球首款应用卫星遥感技术的新型资讯服务平

台，创新性的提出时间轴浏览数据模式，把多源新闻事件与卫星
遥感影像关联，以“位置服务”“大数据开发”“卫星数据服务中心”
为底层能力服务，构建形成卫星遥感影像管理、呈现、查询软件
平台和基于多元数据的遥感数据情报咨询系统，实现卫星遥感图
像及时更新，突发事件当即定位、热点资讯快速捕获。“时空新
闻”、“自拍星球”、“卫星闪图”、“热点话题”、“动物星球”等精品

内容板块，以地理位置为基准，在旋转地球上通过WEB端和
APP产品立体呈现。

杨泰：
19915567120

王珑：
13880323020

移动端下载安
卓或苹果的直
播地球APP

全国新冠肺
炎疫情卫星
地图速查系

统

帮助区域（辖区）管理者基于时空数据汇集和展示第一手的疫情
信息；使基层管理能够更加直观的了解疫情发展的时间变化和地
理空间变化。同时，提供自定义的标注工具和数据上传工具，让
用户可以在高分辨率的遥感数据上添加和上传各类辅助信息。

杨泰：

19915567120
熊文轩：

13540698663

api.national-
space.com/city/c

ountry.html

27
成都泛微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泛微在线办
公移动OA
高端平台版

协同办公管
理平台E-
cologyE9

适用于各行各业，成熟的平台功能+按需求配置实施落地，结合

本地化200余人的专业服务团队提供调研咨询，实施搭建，培训

服务一体化。

刘芳：
13980017436

www.weaver.co
m.cn

泛微在线办
公政务版

政务办公管
理平台E-

nation

政务云和私有化部署均支持，提供成熟后台引擎+配置化的成熟

个性化应用，满足不同单位的个性需求。

泛微在线云
办公

云在线办公
E-teams 云部署和私有化部署均支持，注册后即用。 www.eteams.cn 疫情期间免费开放。

中小型组织
OA：e-
office

主要包括文档管理、人事管理、门户管理、流程管理、档案管理
、公告管理、新闻管理、相册管理、综合行政办公管理等。

www.e-office.cn

泛微数据中
心平台

泛微数据中
心

数据上报，数据统计，网上调查，数据分析决策，疫情上报，各
类数据报送，图表统计分析，领导看板，形成各类数据分析驾驶
舱。

www.weaver.co
m.cn

泛微全程电
子化

契约所印控

中心

配置各类网上审批，在线签署的业务场景应用：集中采购，政务
办事线上签署平台，为民服务在线签署，防疫线上填报签署，针
对企业服务的合同，分销，订发货单，物流单，项目单据等在线
签署用印。

www.qiyuesuo.c
om 疫情期间免费开放。

28
北森云计
算有限公

司

招聘云 招聘云 在线招聘，视频面试，AI面试。

路遥：
13311520282

www.beisen.co
m

测评云 测评云 各种在线人才测评工具。

核心人力云 核心人力云 在线入职，组织人事，薪酬计算，考勤排班等在线软件。

29
成都优家
生活科技
有限公司

“邻社区”智
慧社区（园
区）及智能
物业管理

SAAS云平

台

“邻社区”智
慧社区、智
慧小区、智
慧园区疫情
防控综合智
慧管理云平
台服务

“邻社区”智慧社区、智慧小区、智慧园区疫情防控信息化管理、

疫情防控工作管理、疫情防控信息发布及业主沟通云平台。利用
移动互联、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和优家生活已建成的“邻社
区”智慧社区（园区)及智能物业管理云平台，推出社区、小区、

园区进出的电子出入证，帮助社区、小区、园区物业和管理者在
尽可能无接触情况下，管理好社区、小区、园区的人员进出。同
时，自动建立住户的防疫档案，避免重复录入。并精准判断住户
是外来人员还是常住人口。对于社区、小区、园区的疫期访客管
理，实现无接触登记和轨迹追踪。另外，利用该平台，还可以优
化抗疫物资管理，对抗疫物资的采购、领用、发放、库存，实现
信息共享，在线监控。邻社区疫情统计系统可在线统计园区、小
区的疫情情况，调查表自动生成。邻社区疫情公告系统对社区、
小区、园区住户随时在线通告疫情情况、疫情时期注意事项、健
康知识等。利用门禁、大屏、公众号等精准推送宣传防疫信息。
无需上门或电话。实现物业、社区园区管理者和住户一对一、一
对多的沟通。同时，该平台也是社区、园区管理者和物业公司内
部的远程办公系统，帮助物业企业远程实现健康打卡、防疫工作
落实跟踪、防疫工作信息汇报、防疫设备管理等。

李力：

18180986684

邻社区住户版
微信公众号、
邻社区物业版
微信公众号、
邻社区后台。

疫情期间免费开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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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软通
动力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

软通动力新
型冠状病毒
疫情防控云

平台

新冠疫情防
控指挥系统

主要包括基层防控、医疗救治、物资保障、指挥决策等子系统，
旨在帮助城市提升基层防控能力，应对节后返程高峰，整合医疗
救护资源，优化防控物资保障，提高指挥决策水平，合力打赢疫
情阻击战。平台支持“一级建设，多级使用”，可同时服务市、区

（县）、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疫情防控部门以及各类
医疗机构。 何晓勇：

13880357797

www.isstech.co
m/portal/index.h

tml

供政府部门和企业免费使用系统，
免费使用到疫情结束，疫情期间免

费提供人员、技术支持。

新冠疫情防
控企业复工
管理系统

企业复工主要包括企业复工IOC可视化管理、PC管理端复工管理

和移动应用端的信息填报。IOC可视化管理主要提供疫后企业复
工的可视化展示；PC管理端复工管理旨政府园区复工管理包括

企业管理和复工审批，以及企业员工健康管理和统计；移动应用
端包括复工企业员工的信息填报及卡口管理员对检查人员进行填
报等内容。

15

http://www.isstech.com/porta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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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软通
动力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

软通动力新
型冠状病毒
疫情防控云

平台

疫情排查卫
士——<有
序组织环境
> 疫情AI筛
查及预警管
理系统

日常工作及生活环境下，按照组织环境条件主要分为有序组织环
境以及无序组织环境。前者主要针对学校、社区、办公楼宇等环
境条件，其环境区域内的人员日常行为轨迹基本有序可查。而后
者主要针对地铁、公交等无法有效预测的人员行为轨迹的环境条
件。在疫情期间，乃至日常生活条件下，有序组织环境占城市生
活的大部分比例。市场上的测温设备，无论是手持还是机台式，
大部分均针对无序组织条件下一次性排查，如机场火车站，社区
或建筑进出等，而无法精准定位可能感染路线。本产品为主要针
对有序组织环境下，实现快速精准识别疑似疫情感染人员，并利
用独有AI算法精准筛查及判定疫情感染轨迹，自动生成疫情重

点排渣及防护路线图的管理系统及终端设备。

何晓勇：
13880357797

www.isstech.co
m/portal/index.h

tml
根据用户需求量收费。

疫情知道
——AI语音

外呼疫情数
据采集和分
析系统

1.在疫情防护期间，由于排查区域往往过大，导致通过人力逐户

调查的方式无论从人力财力上都无法达到准确、及时、有效的目
标，也严重影响了各省市地区实时更新疫情数据的决策辅助效
果，因此亟需一套可快速有效获取疫情信息的智能化系统；2.本
产品技术系统，通过多并发的AI语音外呼机器人，实现监管人

群的语音自动外呼和数据采集、分析功能，该系统面向疫情管控
相关组织和机构，实现人群疫情信息的实时、自动化的采集和报
表输出；3.亮点：（1）自动外呼：支持无监管的人群自动外
呼，可实现呼叫时段自定义和未接通自动重呼功能；（2）多路

并发：支持不限制多线路并发呼叫，可实现10万人口量级人群疫
情实时管理；（3）口音识别：支持多地口音纠正、识别，适用

全国大部分人群；（4）实时分析：支持对外呼采集数据的实时

统计分析，辅助疫情防治决策制定。

面向通道监
测的智能人
脸温测产品

通过对各类出入口及人流量集中的公共场布设闸机通道进行信息
采集。采用200万红外夜视摄像头+200万高清摄像头进行非接触

信息采集。测量目标发射的热辐射，利用热成像把热辐射转化为
灰度值，通过黑体辐射源标定得到的测温算法模型（温度灰度曲
线）建立灰度与温度的准确对应关系，从而来实现测温功能。测
温范围30℃～45℃，不会对其他的高温物体进行报警，比如烟头

和食物。可24小时对进出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同时捕捉进出人员
特征采集，通过后台AI图像识别技术，分析进出人员是否戴口

罩。若不满足体温或未带口罩，将上报识别信息并不给予通行。

安心管家

产品可以快速布防，在疫区现场快速布控，产品前端进行AI分
析，对高温危险人员等识别后，进行实时语音报警，此类防呆处
理，不会受到当地有限网络及布控人员意志影响。因为是AI前
端计算，无需后台AI计算后发回前端，所以反应速度快，受外

界因素影响能降低到最小。在平台侧集中进行数据处理，监测数
据实现人/车/物AI分析后的监测数据实时分析，实时、精准展现
管辖区域内的人员、车辆流动等情况。

在区域内人员识别、社区内部车辆识别、访客识别、关联人员监
控、未戴口罩人员监控、隔离人员外出预警、人员聚集、危险行
为预警、流动人员核查等，对所部署区域内进行疫区返回人员管
理、特殊危险行为预警、密切接触者管理、外来人员核查/轨迹

追踪。

社区卫士

1.实现对常住返程人口管理、对访客、流动人口的出入管理，对

重点关注人员出入及轨迹管理。并对人员聚集、未戴口罩、重点
关注人员外出及轨迹异常等不合规行为等进行自动告警；
2.对疑似、确诊人员的接触史，如同行、同住、聚集、来往等进

行智能回溯。【产品亮点】重点卡口、集中位置无感测温；语音
自动填报，避免接触，方便快捷；发现隐患者后自动跟踪，轨迹
溯源；数据可视化，对防疫战役进行数据分析及应急指挥。

疫情推演预
测分析平台

基于成熟的大数据处理架构，集合结合3D空间建模与AI算法，

研究疫情扩散推演预测构建方法，构建疫情推演预测平台。将算
法模型集成至平台，提供城市区域3维场景，在虚拟3维场景下呈

现疫情扩散情况、并提供可调度、操控的推演方案，评估不同应
对措施方案下产生的不同结果。

红外测温疫
情防控机器

人

红外测温疫情防控机器人，融合了语音交互、人脸识别、测温报
警、自动巡逻及远程控制等人工智能能力于一身，该机器人可用
于医疗机构(医院门口、排号处、待诊区)、交通枢纽(码头、地铁
站、机场)、楼宇小区(小区门口、楼宇大厅)、企业单位(园区出

入口、办公区域)等场景，替代人员完成体温筛查、佩戴口罩识

别提醒等工作，缓解人员压力，同时降低人与人接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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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互
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易上班疫情
信息采集/
测温平台

易上班疫情
信息采集/测

温服务

本平台结合疫情期间需要的身份证识别、体温测录以及人员信息
登记三个需求，提供三位一体的硬件、软件系统，通过轻量化部
署的设备与可个性化配置的信息登记平台，解决公共场所人员管
理中身份难以核实、信息登记繁琐的问题、数据报表不及时的问
题。

席尧：
18810446546

xxcj.cdwyzl.co
m/admin.html#/l
ogin（需使用

账号密码登
陆，若需测试
账号，请询问
联系人）

疫情期间免费。

32
南充金安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疫情AI云平

台
疫情挂图作
战与预警

疫情AI平台基于B/S模式，包括疫情挂图作战、疫情快采手机端
、非接触式体温筛查、防疫物资管控、车辆调度指挥5大功能，

使用“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并结合智慧城市大数据分析和

大屏显示，及时汇总最新疫情动态，供各级领导决策使用。适用
于疫情快采、规模性人员流动的体温筛查、疫情大数据分析和挂
图作战。

严经理：

18781742288
yqai.ncgww.cn
yqnc.ncgww.c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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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之维
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企业蓝盾系
统

线上评估中
心

技术人员可线上查阅和交换关于“生产排放”（如监测报告）、“
环保手续合规”（环评、排污许可证等）、“日常环保事务管理情

况”（环保台账、设备维护情况、污泥处置等）等相关文件和资

料，整体把控各环节的实际落实情况，远程完成文档的修订、下
载、备份及整理。

曾尹姿：
13183827931 114.116.214.17

风险防控

技术人员可根据环境事务管理的需要，远程派发环境管理相关任
务，如超标处理、设备检修、固废处置等，并能根据执行人上传
的照片及文字信息，判断执行情况，实现环保任务的远程动态跟
踪。

监测分析
用户可远程监控企业的废水废气排放情况，实时动态的跟进在生
产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废物排放情况，同时该功能将自动预警超标
情况，让技术人员可远程第一时间了解到可能的超标风险。

34

成都九洲
电子信息
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校园食安智
慧监管系统

校园食安智
慧监管系统

健全完善供应商准入、检测检验记录登记机制。为供应商提供从
接单到分拣配货的信息化平台，严控疫情期间食材来源，自然形
成溯源记录上传到智慧监管平台。
本服务可落实疫情期间的晨检消毒制度、校长配餐制、后厨操作
规范等相关工作。严格执行“四勤”、“四净”，相关数据可上
传至监管平台。也可对需要经常查看的学校进行关注。查看食材
进货信息，晨检消毒落实情况，后厨操作监控画面。共同落实供
应商资质 、食材品质、食堂设施设备、后厨操作规范等相关工
作的评估。

柳宁：
17780585297

saas.yshfresh.co
m/#/login

物资管理信
息系统

物资管理信
息系统

提供疫情期间的物资需求管理、采购计划管理、合同管理、库房
管理(入库、出库、库存管理)、修理管理、报废管理等功能，可
实现物资全寿命周期管理。

www.jzetech.co
m

35
成都华栖
云科技有
限公司

华栖云远程
应急教育平

台

华栖云远程
应急教育

华栖云直面疫情，基于多年线上教育技术积累，在本次疫情期
间，向所有中国境内教育机构，免费开放：教育直播云服务、同
步课堂云服务、在线课程云服务、课程工具云服务、课程内容云
服务五项标准线上教育云服务，助力教育机构“闭门不闭课，停
讲不停学”。

陆万霞：
15198232554

www.chinamclo
ud.com/zhjy/jjfa

/hqyzxjyfwcp
免费开放。

场景型媒体
云服务平台

华栖云场景
型媒体云服

务

1.快速发云服务（防）

面向卫生防疫管理部门、媒体宣传单位提供的新媒体快速发布渠
道与发布能力，将政策新闻、卫生安全等信息快速对外传播起到
宣传预防效果。如小程序发布、微信微博发布、APP发布等多种
发布能力；

2.广传播云服务（防）

面向具有多媒体发布渠道用户提供的在线统一编排与一键发布服
务，对接头条号、抖音号、百家号、企鹅号、网易、微信微博等
多渠道互联网平台能力，助力预防宣传工作更加全面、广泛传
播；

3.马上播云服务（防）

面向新媒体单位工作人员用于互联网的快速直播云服务，记者在
新闻现场即可开启直播、一键发布直播，实现新闻报道第一现场
、第一手新闻的马上传播，避免新闻报道的不及时不透明，提升
预防宣传工作的时效性与关注度。

www.chinamclo
ud.com/rhmt/jjf
a/ldmtcjxyfw

华栖云复工
宝公益软件

华栖云复工
宝公益软件

服务于每一个企业、媒体机构、学校、社区、乡镇街道办等单位
。通过聚合互联网多种抗疫类综合服务，整合信息类、工具类、
服务类三大维度公开服务信息及应用，助力媒体宣传单位、学校
教育机构、政企单位等进行服务化加持，更多更好地服务于前端
用户，在宣传同时加强服务化运营能力。其目标是帮助所有机构
、企业在当前疫情不断蔓延和持续的压力下逐步有序地复工。

www.chinamclo
ud.com/rhmt/jjf

a/bgb

36
创意信息
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千钧”应急

管理信息化
战略处置平

台

“千钧”应急

管理信息化
战略处置平

台

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基础，构建建设以政府应急平台
为中心，以部门应急平台为节点，上下贯通、左右衔接、互联互
通、信息共享、互有侧重、互为支撑、安全畅通的信息化系统，
支持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群体事件、公共事件等多项应急事件
的监测预警、指挥救援、物资调配等多项功能。

谢剑：
18901868877 www.troy.cn

战疫一张图 战疫一张图
防控摸排情况分析、医疗资源、防控物资及经费调配，周边区域
防控趋势分析，出入人口分析（公路、铁路、航空）及本地重点
新增分析，为打赢抗击新冠保卫战提供支撑。

热成像测温
筛查方案

热成像测温
筛查方案

以高清摄像头及红外感知技术为基础，在人群出入口部署监测设
备，精确度±0.1℃，提前发现人群中的发烧、发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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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腾
软件有限

公司
易管账 易管账

博腾易管账，是集进销存管理+客户管理+服务管理+资金管理+
费用管理+办公管理于一体，结合云服务、移动应用、大数据而

成，专为小微企业和商户解决管理难题，轻松实现多点办公、异
地协同。易管账产品功能全面：支持各行业的采购、销售、库存
及资金往来业务；支持存货成本核算、销售毛利计算，销售价格
跟踪；支持零售+服务型行业，自动计算服务提成；支持多仓库

、多门店、多分公司的的经营管理；支持商品多计量单位、保质
期等管理；支持服装鞋帽布匹等行业的自定义商品属性，如颜色
尺码；支持费用、资金、报销等办公流程的审批。

苟经理：

13881950251 www.beten.cn 即日起至3月31日，开通使用易管

账的用户免费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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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eten.cn/
http://www.troy.cn/
http://www.chinamcloud.com/rhmt/jjfa/bgb
http://www.chinamcloud.com/zhjy/jjfa/hqyzxjyfwcp
http://www.chinamcloud.com/rhmt/jjfa/ldmtcjxyfw
http://www.jzetech.com/
http://saas.yshfre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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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精灵
云科技有
限公司

天府信用通
云平台

天府信用通
融资信贷云

平台

该平台协同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征信机构等参与，通过在线融
资需求发布、金融产品筛选、对接进度跟踪、金融培育辅导等环
节，打造“7*24小时”的融资对接“信贷超市”。有融资贷款需求的

企业均可以到平台进行融资贷款申请。针对此次疫情，平台快速
开通了“抗疫贷”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利率优惠），“抗疫贷”能
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提供物资保障的企业更快地申请到急需的流
动资金，以扩大产能，缓解目前物资缺乏的局面。附：“抗疫贷”
是指有关单位和企业用于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病毒检测试剂
盒、负压救护车等重要医用物资和抗疫急需的重要生活物资的生
产、运输、销售，以及用于卫生防疫、医药用品采购、公共卫生
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攻关、技术改造等用途的贷款。

谢红玲：
13668166571

www.tianfucredi
t.com

该平台是人行成都分行主导的“准
公共”性质的平台，有需求的企业

都可以免费登录该平台进行注册，
申请贷款。成都精灵云公司为该平
台提供稳定、高效、安全的云计算

支撑服务。

EcOS容器

云平台

EcOS容器云

平台

该平台以新一代容器云计算技术为基础，构建企业级私有云平
台，相对于传统云计算技术，可以更好的满足疫情期间线上办公
的可靠性、稳定性、高可用性。同时可以更好的支撑疫情期间对
于网络活跃度大幅增加带来的业务系统压力，以及应对疫情给人
们生活方式带来转变后，业务系统更新换代的现代化架构设计和
开发流程敏捷化需要。

www.ghostclou
d.cn

对企业在疫情期间有云服务应用需
求的，予以费用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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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起（成
都）智能
科技有限

公司

掌起云

Accurate_Ma
tch_SR

使用微服务，多层架构，高速缓存，消息队列等前言技术来应对
大数据，高并发，高可用。为大量、多样的供需信息提供高效精
准的匹配算法，将供方和需方进行匹配，并且通过人工智能推送
算法那将这些匹配信息精准的推送到相应人员使得供方和需方能
高效的找到各自需要的物资。

文静：

15902820539
www.holdingfut

ure.com

Corporate_E
valuate_BD

通过企业在平台上的行为汇集用户特征数据：包括企业发布的信
息，产生的交易，以及履约情况，售后服务情况，用户评价情况
等，对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品质，技术能力等方面的数据进行
汇集，并结合企业自身的各方面工商数据，金融数据等，对企业
形成全方位清晰维度的动态画像，为企业的品质提供全方位的评
估。

SaaS_Cloud_
Procurement

搭建服务于跨境电商和国际贸易的SAAS企业采购寻源平台，企
业可以利用SAAS服务，发布采购信息和供应信息，组织各种采

购流程，同时还可以轻松构建自己的电商平台，快速构建和管理
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大大提高企业商务活动的效率，为中小企业
的市场全球化提供助力。

Blocked_Cha
ined_Transac

tion

将区块链技术引入供应链管理、B2B跨境电商和国际贸易的操作

实务中，企业用户在平台上的每一个行为，都将被全面保留，做
到完全可追溯，不可抵赖，助力于建设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结
合区块链的分布式帐本、非对称加密、共识机制和智能合约，在
企业的融资、认证、招投标等社会和市场活动中，向社会提供企
业的可靠的信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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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数
字证书认
证管理中
心有限公

司

钜安云平台

钜安云

钜安云平台的整体产品目标是“构建数字认证云服务平台”，在整
个产品目标的框架下，实现如下功能：

1.实名认证服务，对个人提供包括OCR识别、活体检测、公安人
口库比对的实名认证服务；
2.数字认证服务，提供从证书签发到签名验证服务的全过程的数

字认证服务。包含场景证书服务、签名验签服务、时间戳服务、
移动证书与客户端组件等；
3.电子认证应用服务，从数字签名应用角度出发，开发常用的云

服务。包含电子签章服务、移动端电子签章服务、电子存证服务
等。

范力：

18980888665
http://125.69.77.

63:9108/

钜证云

钜证云平台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解决电子证据获取难、固化难
、存储难、法律认可难等问题。通过钜证云平台能提供对电子证
据的采集、固化、存储、出具等服务，向个人和单位提供全流程
电子证据服务。平台已打通公证处，可以出具电子/纸质公证

书，可以为存证主体提供电子证据的公证服务。
范力：

18980888665

www.jueasy.co
m.cn

四川CA自

助网厅
自助网厅

四川CA自助网厅提供数字证书在线办理相关业务，包括证书新

办、证书更新（延期）、证书变更、证书吊销等服务。通过自助
网厅办理业务，减少人员聚集，有效阻断疫情传播。

http://bss.scca.c
om.cn:8087/self

service/

在2020年2月3日至6月30日期间新
注册的用人单位，四川CA公司提

供“三免服务”，即免收数字证书开

户费、半年使用费和数字证书邮寄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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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肯医疗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老肯医疗智
慧物联网服
务云平台

感控管理云
服务

通过用户应用端、服务端、SaaS服务云平台、BI系统四大模块，

获取和分析工作场景的人员、设备、环境过程数据。协助医疗机
构、行业主管部门、政府实现消毒场景大数据的智慧管理。

张帆：
13880550779

https://www.5g-
iot.vip/LKWeb/l

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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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正采
云信息技
术服务有
限公司

四川正采云
电子交易平

台

正采云电子
招标投标系
统（已上
线）；正采
云远程异地
评标系统
（研发中）

。

四川正采云电子交易平台按照国家要求，为工程建设、政府采购
、公共资源交易和企业采购提供全流程网上招标、投标、远程异
地评标、开标等功能的第三方交易平台。四川正采云电子交易平
台为各类电子招标投标信息互联互通和交换共享开放数据接口、
公布接口要求，编辑、生成、对接、交换和发布有关招标投标数
据信息；为行政监督部门和监察机关提供依法实施监督和受理投
诉所需的监督通道。在此基础上，四川正采云电子交易平台立足
于为全省政府和企业招标采购和采购招投标代理机构提供全程电
子化招投标服务。

马鲜森：

15388122411 www.z-c-y.com 可免费开放，为有需要的部门或公
司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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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创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网
动·四川分

公司）

即会通平台
即会通高清
云视频会议

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教育培训机构提供基于互联网的视讯服
务，可随时发起远程会议、在线教学培训、视频办公等应用，支
持Windows/Mac电脑、安卓/IOS手机、平板等设备接入；支持万

人级在线会议；支持与oa等办公平台对接，满足业务流程化视讯

接口调用。

李永萍：

18202875302 www.liveuc.net 免费提供即会通平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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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veuc.net/
http://www.z-c-y.com/
https://www.5g-iot.vip/LKWeb/login.html
http://bss.scca.com.cn:8087/selfservice/
http://www.jueasy.com.cn/
http://125.69.77.63:9108/
http://www.holdingfuture.com/
http://www.ghostcloud.cn/
http://www.tianfucredit.com/

